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今年6月，成都市中心城区已有

7个集中型保障房小区、8024套保障房，

其中分散在五城区的有1408套零星保障

性住房。这些房屋的使用管理工作，都是

由汤倍所在的成都市公共住房管理中心

住房保障科负责。 在7月12日市房管局

“道德讲堂”上，正是汤倍，让人们深入

了解了保障性住房的相关工作。

调查困难住户

对接政府部门帮扶

去年， 汤倍调入市公共住房管理中

心住房保障科任科长。 为了掌握住户情

况，了解住户需求，汤倍和同事组织物业

公司进行了一次住户抽样调查。 这次调

查抽取了7个保障房小区当中租住保障

房的3094个家庭、共计6389名居民。

汤倍了解到，对低保家庭，其户籍所

在地的社区有帮扶机制。 但对于人户分

离的困难户，社区无法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7个保障房小区中，共有8014户均处于

人户分离状态。为了帮助这些困难户，每

个星期，汤倍和同事都会跑遍管理的7个

集中型保障房小区。 除了进行保障房小

区巡查之外， 更繁重的工作是将收集到

的住户求助信息，与相关部门对接，并建

立合作机制解决问题。比如，与团市委共

同在保障房小区里建立志愿者之家，定

期举行文化活动；与市残联对接，在保障

房小区里建立残疾人服务点， 提供关爱

服务；与市总工会就业帮扶中心联系，定

期举行专门对口保障房小区居民的招聘

会，解决他们的生计来源；与成都老年人

基金会合作， 由基金会筹资购买西部老

年联合会的社会服务， 让保障房小区的

老年人“老有所养”……

同时， 市公共住房管理中心也与市

司法局、市卫生局、团市委、市残联等部

门联合制订相关方案， 给保障房小区的

后期管理搭建长效保障机制。

开办道德讲堂

改善干部作风

截至8月16日，市房管局已精心打造

了一个示范“道德讲堂”，并开展了4次

“道德讲堂”活动，已有超过400名职工

参加。

在7月12日的“道德讲堂”上，市公

共住房管理中心住房保障科科长汤倍

以及成都好人公交司机赖小刚作了演

讲。“汤倍和赖小刚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 他们

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努力做到。”一位

职工表示。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汤倍的例

子不仅仅展示了道德的力量，更是党员干

部的优良作风体现。 因此，市房管局希望

将道德讲堂和干部作风教育实践活动融

合起来，通过“道德讲堂”的宣传来改善

干部作风建设，从而更好地为市民服务。

为此，市房管局专门组成了 15 人的

“道德讲堂”宣讲队伍，每月至少举办一

次道德讲堂。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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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讲堂不光“讲”

全市建3014个社区志愿服务站

今日关键词

道德

讲堂

截至目前， 成都市已建

立了 3582 个道德讲堂，实

现了村（社区）全覆盖。 道

德讲堂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弘

扬雷锋精神和传承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上， 更体现在突出

价值导向和感召力量， 让道

德讲堂的力量动起来， 成为

实践的源泉。

在道德讲堂的建设中，成

都市还结合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站建设，开展道德讲堂实践

活动，将“讲”和“行”结合起

来。据了解，目前，成都市已经

建立了 3014 个社区志愿服

务站。 每个社区服务站有 6

支志愿者队伍，由社区站长担

任站长。

结合道德讲堂的宣传，

社区志愿服务站开展“关爱

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

活动，不定期组织居民开展

敬老、爱幼、助残活动，帮助

社区老人打扫卫生，到交通

路口进行文明劝导……真

正将“道德讲堂”落实到实

践当中。

“讲”“行”合一，在成都

市的窗口行业更是如此。各个

部门都把“道德讲堂”和日常

服务工作相结合，让优质服务

真正惠及市民。为了保证对窗

口行业的监督，成都市还专门

建立了市民督察员和消费者

义务监督员两支队伍，重点对

全市公共场所和食品、窗口行

业开展巡查。

张光全 ：1979 年从

医，现在是市六医院肝胆外

科的主任医师。市六医院肝

胆外科每年要做 2000 多

台手术，其中有一半都是由

他主刀。 这些年来，他在医

院里待的时间远多于在家

里的时间， 只要在成都，他

都坚持每天晚上到医院查

房。 他是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

人物故事

工作30多年， 张光全参加过很多次学

术会议，但还从未参加过专业之外的讲座。

这次讲座，由同事讲述他的故事，而他则成

了嘉宾。 在今年8月10日的这场 “道德讲

堂”中，成都市管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被

这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道德

力量深深打动。

坚持查房30多年

他挽救多位患者

张光全1979年从医，1983年转入肝

胆外科， 现在是市六医院肝胆外科的主

任医师。 市六医院肝胆外科每年要做

2000多台手术， 其中有一半都是由他主

刀。 这些年来， 他在医院里待的时间远

多于在家里的时间。 除了外出开会和休

假， 只要身在成都， 他都坚持每天晚上

到医院例行查房。

今年5月1日傍晚，一个小伙子腹痛入

院，被收治在肝胆外科病区。值班医生对

他做了急诊输液处理，患者的病情趋于平

稳。 值班医生准备继续观察再做治疗。这

时，张光全到医院查房，听了值班医生的

汇报后， 凭着他三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判

断病人并没有脱离危险。他立即对患者进

行检查，发现患者不是普通的腹痛，而是

肠绞窄，需要马上手术。就这样，小伙子得

到了及时救治。

除了坚持查房， 张光全始终把患者的

利益放在首位。2007年，一位患者来到市六

医院，看到张光全就流下眼泪，哀求张光全

为他做手术。原来，这位患者胆道损伤后已

经做了3次手术， 但黄疸仍然进行性加重。

这种情况下，做手术的风险很大，很多医生

都不敢为其做手术。面对患者的苦苦哀求，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 张光全顶着巨大的

压力和风险，为患者做了胆道修复手术，最

终取得了成功。

强化优质服务

11家医院设“道德讲堂”

听完张光全的故事后，11家市管公立

医院的医务人员都被深深打动了。 他们纷纷

提问，与张光全进行交流。“张主任的精神确

实值得我们学习， 医德和医疗技术同样重

要。”一位医务人员感慨道。

据了解， 市医管局希望借助 “道德讲

堂”活动，在11家市管公立医院营造“积小

德为大德，积小善为大善”的良好风气。在现

场的发言中， 市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

生的道德力量可以加强患者与医生的交流

沟通，从而改善医患关系。而市医管局从成

立之初，就要着力提升市管公立医院的持续

供给能力、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拓展能力、温

馨服务能力、文化培育能力等“五大能力”。

医生良好的医德医风，能够提高医院的温馨

服务能力，这也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因此，

市医管局希望借助“道德讲堂”的宣传，来

加强医院的优质服务。

今后，11家市管公立医院都将设立 “道

德讲堂”。“道德讲堂”示范宣讲活动将每两

个月开展一次。除了医护人员，患者也将被邀

请参加“道德讲堂”活动，以便更好地与医生

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摄影记者 王勤

汤倍：去年调入市公共住房管理

中心住房保障科任科长。为了掌握住

户情况，他和同事组织物业公司进行

了一次住户抽样调查，抽取了7个保

障房小区当中租住保障房的3094

个家庭、共计6389名居民。并将收

集到的住户求助信息，与相关部门对

接，建立合作机制解决问题。

道德讲堂·市医管局

道德讲堂·市房管局

航空

成都向国家级航空枢纽

迈出历史性步伐

8 月 9 日清晨 6 点， 随着国航

CA4255 成都至林芝航班的顺利起飞，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

（以下简

称

T2

）

宣告正式投入使用。T2航站楼的

正式运行，标志着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正

式进入双跑道双候机楼运行模式。

新建成的 T2 航站楼面积达 35 万

平方米，满足 A380 全载起降的要求；可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5000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 150万吨、飞机起降 32 万架次的服

务保障需要。 用指廊集中式布局，由主

楼、指廊和连廊组成，楼内设置 6个值机

岛、120个人工值机柜台、36 个自助值机

柜台、35 条安检通道，170 多台电梯、扶

梯和人行步道，安装先进行李处理系统，

具备全自动行李分拣功能。 目前，值机

大厅、候机厅安装的多部大屏电话机已

投入使用， 旅客除了可免费拨打 3 分钟

市话外，还可通过该电话免费上网、看股

市行情。 楼内配备楼宇自控、离港、安全

检查等 18套先进的管理系统， 现代化、

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T2 正式运行为成都机场进一步提

升航空枢纽地位提供了保障。成都是西

部最大的航空市场，2011 年旅客吞吐

量在全国机场中排名第五

（城市排名第

四）

。 从国际上看，成都是南亚、西亚和

日韩的最佳中转地， 还具有成为南亚、

西亚、东南亚、中东及欧洲进入中国门

户的潜力。 现在，二跑道和二号航站楼

的竣工投用，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建设

成为贯通南北、畅达东西、飞驾全球的

国家级航空枢纽迈出了历史性步伐。

高速

形成总里程超

770

公里

高速路网

成都市交委表示，“十二五” 期间，

成都先期启动成都经济区环线

（简称“成

环 ”）

快速通道等 6个项目建设，适时启

动沙西线、 大邑至新津公路快速通道改

造，实现中心城区各组团半小时到达。

“成环”快速通道将是旅游景区

间的便捷通道。 据了解，“成环”快速

通道的东段

（大件路外复线一段 ）

，五

凤至洛带快速通道、 新邛路快速通道

力争在今年内开工建设。“成环”快速

通道的西段，还有经大邑、邛崃、蒲江

的龙门山旅游快速通道， 年内要完成

前期工作。 另外，成仁快速通道在年内

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在高速公路方面， 按照成都市高速

公路规划建设情况，“十二五”期间要全

力推进 6 个在建的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启动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路建设，全

面形成高速公路网络。

目前， 成德绵高速公路已经建成通

车， 今年 9月份成自泸高速公路成都段

将建成通车，力争在今年年底，建成成德

南、成安渝高速公路成都段。一张通车里

程位列全国前茅、 总里程超过 770 公里

的高速公路网， 正在成都平原经济圈上

迅速铺设。

铁路

成兰铁路

10

月将具实质开工条件

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

我市力争用 3 到 5 年时间， 全面完工

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 成渝铁路客运

专线等一批重点铁路项目， 形成一批

对外铁路大通道，构建起成都至兰州、

昆明、西安、武汉等地 4 小时快铁交通

圈，至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 8 小时

快铁交通圈，基本建成承接华南华中、

连接西南西北、 沟通中亚南亚的西部

铁路交通枢纽。

其中， 力争成蒲铁路年内实质性开

工，成兰铁路 10月将具备实质性开工条

件。 成兰铁路将使成都与兰州的距离缩

短至 4个小时以内， 成都经阿拉山口至

欧洲的铁路快速通道也将借由成兰铁路

的建成而进一步提速， 成为西南地区通

往欧洲最近的铁路通道。

公共交通

2020

年

地铁日客运量

600

万人次

今年 7月 4日， 当乘客杨雅淇走进

地铁 1号线天府广场站时， 成都地铁载

客累计数量突破一亿人次。 当天是 1 号

线开通试运营 647 天， 运行里程达到

294.29 万公里， 开行列车 162234 列次，

列运行图兑现率和列车准点率均达到

99.7%以上，无一起安全责任事故。

2010 年， 地铁 1 号线开通试运营；

今年 9 月，地铁 2 号线一期也将开通试运

营。 今后地铁 2 号线西延线、东延线，4 号

线一期工程以及 3 号线一期工程等都将

陆续开通。

成都地铁建设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公司将以“年年都有新线通车”作为目

标。 而按照新的规划，我市将在上一轮规

划基础上新增地铁 183.3 公里， 其中新增

线路 4 条、127.1 公里；延长线路 3 条、56.2

公里。 到 2015 年，将建成运营约 150 公里

的地铁线路，其中包括 1 号线一期、1 号线

南延线、2 号线全线、3 号线一期、4 号线一

期和 7 号线。 到 2020 年，新一轮规划线路

全面建成后，我市将形成城市轨道交通基

本网， 运营规模 291.3 公里， 日客运量约

600 万人次。

公交优化也让市民出行更便捷。 成都

公交集团曾表示， 将确保年内新增公交车

2000台， 新开及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100条

以上，本着“骨干线路不变动，分批逐步调

整”的原则，在不影响市民出行的前提下，

对部分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和新增， 为市民

的出行提供便利。

随着航空、快速路、高速路、铁路以及

地铁等交通设施的建设规划， 成都这座内

陆城市的“筋骨”将越来越舒展，成都未来

美好的交通蓝图将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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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先行”战略实施的第一年，一场交通

建设的大会战正在成都如火如荼地展开。 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投入运行、 成德绵高

速顺利通车、成自泸高速通车在即、地铁 2 号

线下月即将开通试运营……通过全力推进航

空、铁路、高速公路、地铁等建设，未来成都的交

通美好蓝图在市民眼前逐渐展开……

交通蓝图已经展开

很国际 很现代

从医30多年 他坚持每晚到医院查房

人物故事

调查3094个家庭

为保障房租户解决困难

8

月

16

日，从成都

到北京的彭先生到达

T2

航站楼 ，作为 “空中

飞人” 的他对

T2

印象

大好。 “一切都很现代，

值机大厅还可以免费打

电话、上网，国外很多机

场都没这个待遇。”彭先

生说， 崭新的

T2

航站

楼很大气， 与许多国外

机场相比毫不逊色，更

重要的是，

T2

有很多人

性化的设施让他觉得在

机场是种享受。

对于新建交通设施

带来的便捷与方便，市

民张先生也很认同。 家

住东大路附近的张先生

在春熙路附近上班，随

着地铁

2

号线一期试运

营日期临近， 张先生打

算放弃开车，改乘地铁。

张先生称， 虽然家离工

作单位也不远， 但开车

每天油耗不小， 车位难

找，加之开车运动量少。

而地铁环保、快捷、健康

的出行方式正合他心

意。“现在我就等着家门

口的地铁通了， 以后不

管上班还是逛街都很方

便。 ”

市

民

心

声

“空中飞人”大赞

T2

航站楼

戴宾， 西南交通大

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 成都市

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对于目前我市正在

建设的各个交通项目，

戴宾表示， 在经济全球

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

成都冲破内陆城市发展

困境、 发挥中心城市辐

射和带动作用的重要途

径就是交通先行。 戴宾

称，近年来，成都抓住建

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的

重要机遇， 加快西部综

合交通主枢纽建设，在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

就。“城市内部交通正在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地

铁

2

号线即将投入试运

营，地铁

3

号线、

4

号线

正在积极建设， 几年以

后成都将形成相对完整

的公共交通系统。 ”

成都商报记者 严薇

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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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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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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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全医生（左）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其他医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