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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启动
从群众最关心的九大方面集中整治

去年10月，中国时尚一线城市高峰
论坛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时尚指数报
告》显示，成都与上海并列第一，成为中
国最时尚城市。全力打造“三城三都”的
成都，正以独特的时尚魅力和生活态度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时尚人士。

3月25日，“时尚成都，生活之美”成
都推介会在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举
行。本次推介会以成都人文时尚精神为
核心，分享成都“生活之美”的城市态度。

“文创武侯”闪亮登场
音乐消费场景集群已初步形成

现场，成都市武侯区重点推荐了成
都音乐坊、梵木FLYing文创公园、水韵
天府、天府芙蓉园等文创项目。其中，成
都音乐坊已初步形成国际音乐文化交
流集群、音乐IP孵化集群、音乐消费场
景集群，将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城
市音乐厅。

水韵天府项目占地650余亩，建成
后预计每年吸引游客500万人次以上，
是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主要载体。

天府芙蓉园总占地1500亩，是全国
首家以芙蓉花为主题的大型生态时尚
创意园区，已建成开放面积约800亩，开
园以来成功举办了“全球直播一小时”、
2018年简单生活音乐节、首届天府芙蓉
花节等活动，是开展大型文化创意活动
的首选之地。

全球80%以上知名品牌入驻
“首店经济”见证消费活力

“以生活为时尚，以时尚为生活”的
成都，已成为当下最具消费活力的时尚
城市。2018年，成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6801.8亿元，同比增长10.0%，跻
身全国前五位。

巨大的消费力，吸引到越来越多的
国际品牌关注成都，进而把西南首店、
全国首店、全球旗舰店落户成都。

去年，成都新增200家首店落户，全球
80%以上知名品牌入驻。其中包括13家全
国首店、75家西南首店、110家成都首店，
以及2家全球旗舰店。首店经济正推动着
成都成为“国际化潮流消费”的明星城市。

成都国际时尚周
西南最具影响力时尚盛会

2018年11月13日，成都举办首个大
型国际时尚活动——成都国际时尚周。
成都国际时尚周是国内首个涵盖时尚
生活方式的泛时尚创新盛会，是中国西
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时尚、设计与生活
方式的年度盛事。

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上，国际一线
品牌法国高级品牌Chloé，首次登陆中
国城市级时尚周活动，亦是作为成都国
际时尚周首个开幕品牌大秀，全球首发
2019早春系列。Stella McCartney、Sport-
max和ETRO的2019早春中国首秀也选
在成都国际时尚周。

据了解，今年，由成都市国际时尚
联合会举办的“2019成都国际时尚周”
将是成都新经济促消费的三大重点活
动之一。今年成都将持续汇聚全球时尚
新势力，聚集更多全球知名品牌、原创
品牌、活力潮人。

为了更好地服务品牌落地，联合会
还将为落地企业提供匹配度极高的特
色街区、时尚商业或产业载体空间，同
时打造时尚新人、新品、新模式的创新
生态链发布平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基本标准
客车一类车0.50元/车·公里

《意见稿》明确四川新建高速
公路收费标准采用“基本标准+投
资调整”综合核定。即以全路段整
体投资计算公里造价，对应确定全
路段统一的综合收费标准。桥梁和
隧道不再单独核定加价收费。

基本收费标准按投资8000万
元/公里计算，客车一类车为0.50
元/车·公里，货车为0.075元/吨·
公里。

投资超过8000万元/公里的，
以1000万元作为递进单位，客车一
类车收费标准调增0.05元/车·公
里、货车计重收费标准调增0.0045

元/吨·公里。
同时，按照合理性原则，对高

速公路收费水平进行综合控制。收
费项目客车一类车最高不超过1.20
元/车·公里，货车最高不超过0.138
元/吨·公里。改扩建高速公路项目
收费标准，按照存量不变、增量调
整、保本微利原则，以“一路一测”
方式，重新进行核定，且不超过新
建项目定价上限标准。

动态调整
根据通行路段时段差异化收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
川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在现行定价
机制下，四川高速公路收费标准除

部分政策性优惠外，在收费期内基
本上是批准之后一直不变、执行到
底，未与通行服务水平挂钩，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意见稿》规定高速
公路收费标准实施动态管理，主要
包括运营收益调整、挂钩管理调
整、差异化收费、下调优惠等方式。

其中，运营收益调整是指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项目决算投
资、路网交通量、运营成本、投资收
益等因素实施综合收益评估，合理
调整高速公路项目收费标准。原则
上以五年为周期，全省统一评估。
同时，严格实施四川已出台的高速
公路收费标准与工程和服务质量
挂钩管理办法，根据考核结果，调
整收费标准。而企业在批准收费标
准范围内或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下调收费标准或以其他方式优惠。

此外，多省已实行的高速路差
异化收费有望在四川落地。根据车
辆类型、通行路段、通行时段、支付
方式、路况水平、服务质量、交通流
量等因素，高速公路可实行差异化
收费。

助力脱贫
适度降低山区高速收费标准

据介绍，《意见稿》基于“用路

者付费、差别化承担”的理念，以推
进降本增效为重点。总体保持现有
高速公路通行费价格水平，防止大
幅波动，确保新旧定价模式平稳过
渡。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意见稿》中涉及的收费标
准和期限，采用“新路新办法、老路
老办法”的方式，对《意见稿》施行
前已收费的项目，按批准的收费标
准和收费期限执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还了
解到，四川省贫困山区新建高速公
路桥隧比高，按照现行“收费基价+
桥隧加价”计算，即将通车的多个
山区高速公路项目符合加价的桥
隧较多，车辆通行费整体偏高。如
采用“基本标准+投资调整”定价模
式，将适度降低山区高速公路通行
费收费标准，助力精准脱贫攻坚。
经 初 步 测 算 ，与 老 标 准 相 比 ，
2019-2020拟批准收费的13个项目
中，货车通行费标准显著降低，平
均降幅达18.2%。

而将服务质量与高速公路收
费挂钩，综合服务水平、运营成本
等因素，进行动态调整，有利于激
活投资主体优化服务的积极性，提
高道路资源利用率和服务品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时尚成都，生活之美”推介会
昨日在京举行

四川高速过路费征求意见
拟按投资定价 适度降低山区高速收费标准

“基本标准+投资调整”
基本收费标准按基本收费标准按

投资投资80008000万元万元//公里计公里计
算算，，客车一类车为客车一类车为00..5050
元元//车车··公里公里，，货车为货车为
00..075075元元//吨吨··公里公里，，桥桥
梁和隧道不再单独核梁和隧道不再单独核
定加价收费定加价收费

动态管理
根据车辆类型根据车辆类型、、通通

行路段行路段、、通行时段通行时段、、支支
付方式付方式、、路况水平路况水平、、服服
务质量务质量、、交通流量等因交通流量等因
素素，，高速公路可实行差高速公路可实行差
异化收费异化收费

目前，四川省高速公
路收费标准采用的是“收
费基价+桥隧加价”。而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25
日了解到，新的定价办法
从2017年开始酝酿。

新建高速公路收费标
准拟采用“基本标准+投
资调整”综合核定。基本
收费标准按投资8000万
元/公里计算，客车一类车
为0.50元/车·公里，货车
为0.075元/吨·公里，桥
梁和隧道不再单独核定加
价收费。

这一份由四川省交通
运输厅会同四川省发展改
革委、四川省财政厅研究
起草的《四川省高速公路
车辆通行费定价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
见稿》），正在向社会征求
意见。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
可，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
话：028-86783636

广场上的噪音没了，路上的宠物狗有了牵引绳，家家户户在社区里都过上安心、舒心的生活。
这是成都给1633万普通市民的承诺。3月23日，成都启动“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自这一天起，以4351个城乡社区为

基本单元，成都将重点聚焦社区商圈市场、学校、商务楼宇、重大活动周边等人口密集区域，全面开展排查和整治。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句话曾被用于建筑行业的地基环节。而在城市治理中，这也被理解为“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

的初衷：社区是组成社会的重要“细胞”，抓住社区就抓住了源头，就抓住了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
今天，我们关注“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了解它究竟因何而生，以及即将为城市带来的变化。

开
栏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社会治理的重心
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
强，社会治理的基础
就实；要深入推进社
区治理创新，创新完
善平安建设工作协调
机制。

“社区是市民生
活的‘根据地’、社情
民意的‘集聚地’，也
是党和政府惠民政策
的‘落脚地’。”成都市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着从人的安全需求角
度出发，接下来，成都
启动“平安社区工程
百日攻坚行动”，目的
是把更多的资源、管
理、服务向社区下沉。

市民将是最先感
知变化的群体，所有
变化发展的场景将深
入一线基层。成都选
择了9大重点方面集
中整治发力，桩桩件
件都是群众最关心、
反应最强烈的大小事
件，这些突出问题和
风险隐患，均有望得
到解决。

受益的，也不再
仅 是 1633 万 市 民
——对整座城市而
言，同样需要更加完
善的安全和社会治理
体系。

整场“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
行动”将从3月26日持续至5月。以
街道或乡镇为龙头，以社区为基本
单元，成都将整合市、区、（市）县两
级相关职能部门工作力量，全面开
展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这一次，排查和整治的，将是

社区消防、社区设施、社区治安、重
点人群稳定、小区矛盾纠纷、社区
食品安全、社区安全生产、社区交
通安全和社区生活环境等9类突出
问题和风险隐患。

社区消防被列在了首位，因为
这是社区安全的关键所在。据悉，

成都已经开始排查消防栓、喷淋系
统、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情况，并解
决电瓶车乱停乱放、违规充电问题，
从源头上解决安全的风险隐患。

与消防同样重要的，还有每个
社区里的设施安全。例如，小区围
墙是否已经年久失修，服务设备是

否存在老化问题。常常被忽视的配
电房、电气线路等电器设施隐患也
在这一次被列入重点排查。

同时，成都还将深入居民小
区，排查影响治安防范的人防、物
防、技防隐患，并排查整治居民小
区内的“黄赌毒”问题。

“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
动”的核心，是解决群众最关心、反
应最强烈的问题。尤其是，小区矛
盾如何妥善有效解决，社区食品安
全能否得到保障，甚至学校周边非
法营运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都成
为了排查的重点。

以业主、业委会、物管公司

之间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为例，
成都明确提出要解决停车难、停
车贵以及物业服务纠纷等问题，
整治小区群组、民宿、短租房情
况，并规范不文明养犬、噪音扰
民问题。

这个细节也印证了，成都在选
择“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

的9大重点方面时，的确倾听了城
市主人——市民的意见。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社区食
品安全可能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
险隐患。对此，成都明确了四大方
面，包括学校食堂情况，儿童托管
机构、养老机构和无证幼儿园情
况，农村坝坝宴、无证经营“私房

菜”问题，以及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及摊贩的问题。

安全是市民最基本的需求，是
极其重要的民生。为此，平安社区
的建设还离不开社区交通安全的
管理。例如学校周边是否有非法营
运问题，背街小巷占道经营，交通
设施是否安全等问题。

作为超大城市，随着城市快速
的发展，成都在平安社区建设上
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例如，社区
治理力量建设薄弱。这种薄弱不
仅仅是社区工作者人数的匮乏。
事实上，成都早在数年前就瞄准
了社区治理这块“硬骨头”——网
格整合全面完成，在全国率先实
现“全市一张网”；连续五次被评
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

市”……
但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

专职工作者、网格员等基层力量，
仍需要形成有效的协同工作机制。
在23日举行的全市“平安社区工程
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大会电视
电话会议上，成都提出，要建立“社
区发现、街镇呼叫、部门响应、协同
整治”工作机制。

在攻坚行动中，成都提出以社

区为基础，强化问题查找，尤其强
调：社区不能解决的突出问题和
风险隐患，“应形成问题清单上报
街道或乡镇”。之后，街道或乡镇
要强化收集研判，区（市）县推进
重难点问题解决，并发挥实际职
能部门作用，强化工作协同资源
整合。

其中特别强调“呼叫”和“派
单”机制。街道或乡镇对本级无法

解决的，建立工作台账，上报区
（市）县工作组，呼叫相关职能部门
帮助解决；区（市）县根据街道或乡
镇呼叫，对属于区（市）县职能部门
职责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派
单”相关职能部门。

而如果有区（市）县无法解决
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还可呼叫
市工作组研判解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从社区里开始：将整治电瓶车违规充电

从群众最关心的做起：保障社区食品安全

通道打通：社区发现、街镇呼叫、部门响应、协同整治

清水河社区的健身场地，居民来此运动 本报资料图片

深圳·高雄农产品采购协议签约仪
式25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海吉星农产
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等4家深圳企业与
高雄市农会签订协议，将在4年内采购
高雄农产及制成品共计人民币2亿元。
当天，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率该市参访团
还参访了盐田港和两家科技企业，他晚
间受访时如是评价深圳之行：“时间太
短，收获很大。”

据高雄市农会理事长萧汉俊介绍，此
行从香港、澳门到深圳，到目前为止，已签
下总计约44亿元新台币的“大订单”。

25日，韩国瑜一行还参访了盐田
港、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
南山区行政服务大厅。

他晚间受访时说：在深圳的参访对
高雄来讲都是有帮助的，此行收获很
大。希望未来高雄和深圳在农业、经贸、
体育、文化、会展、信息产业、中医药生
物科技、物流等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
也愿意与深圳共同举办两个城市的论
坛，搭建平台，更广泛深入交换意见，探
索两市各种合作机会，一起成长。

当天韩国瑜两次接受联访，都有台
湾记者问及对蔡英文、赖清德等人和台
陆委会以及民进党方面指其大陆之行
是“投降”“卖台”“卖身”的回应。他说：

“我们很辛苦卖农产品、水产品，就是希
望高雄农渔民能过更好生活。民进党执
政卖不出去，猪八戒卖不了人参果，现
在孙悟空要卖，他又扯后腿。酸言酸语
非常无聊、可悲。我们心是正的，不担心
不害怕攻击、抹黑、抹红的言语，希望台
湾民众睁大眼睛，希望台湾政治风气有
所扭转，政治人物真的要为人民服务。”

据新华社

高雄在深圳签下
2亿元农产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