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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心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
“市民抱怨100次，
最后打来感谢电话”

中午12点，市长公开电话接
听中心的大厅，一排排工作人员
正坐在电脑前，戴着耳麦，耐心
接听市民打来的热线电话。

“您好，这里是市长热线，有
什么可以帮您……”伴随着铃声
和问候，王枫萍的工作也正式开
始，而这一句话，她已经重复了
1000多个日夜。“刚开始接听市
长热线很惊讶，这个工作怎么是
这样的，有时候市民上来就劈头
盖脸地责骂，觉得特别委屈，就
有了很多负面情绪。”说到这儿，
王枫萍羞涩地笑笑，家人也很心
疼她。

但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王
枫萍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套应
对办法，她桌上的文件夹里有了

自己整理的一沓资料，怎么在群众的
负面情绪中进行沟通，并迅速在脑海
中将群众反映的情况归纳，找出关键
点，找到对应处理的政府部门，“事后
细想也能理解，每位打来热线的群众
都是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心情比较焦
躁，情绪比较激动也属正常现象。”

王枫萍说，“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
别人抱怨了100次，最后打了个感谢电
话进来。”王枫萍告诉记者，刚刚她还
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小区的老大难
问题被解决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
12345市长热线，“每当接到群众打来
的感谢电话，同事们都会高兴一阵。”

在12345市长公开电话接听中
心，共有200多名接线员，她们轮流值
班，24小时接听、回复市民的电话。7
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内，接线员们平
均要接100多个电话。为了做好“关起
门来的市长”这份特殊的工作，接线
员往往要经过1个月的业务培训、1个
月的实习，才能逐步走上工作岗位。

接线员的工作是紧张而忙碌的，
365天不断线意味着总有人在过年过
节时也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从成为
接线员开始，王枫萍的春节就意味着
坚守，前三年的除夕夜，王枫萍都是
在工位上度过的。“噪音扰民、外地游
客来蓉遇到困难求助等，都需要我们
迅速处理。”

55年除夕值守年除夕值守
“能让更多的家庭过个好年”

“一个在成都过年的外地人打
电话过来，说自己很孤独，想谈谈
心事。最终聊了半个小时，他困倦
了，才结束电话。”2012年除夕夜凌
晨一点多，值班中的蒋波接到了这
样一个印象深刻的电话，也开启了
他5年除夕夜值班的历程。

2011年来到市政务服务和网
络理政办的蒋波，已经在网络理政
平台工作了8年。蒋波告诉记者：

“由于家在成都温江，8年中有5年
我都在除夕夜值班，从除夕傍晚5
点一直到正月初一的早上9点。”后
来，蒋波转入了后台的幕后服务工
作，每天处理前台移交过来的工单
和网络理政平台上的信件。“春节
期间，每天收到的处理工单，大约
在一千到两千件左右，比平时要
少。但有不少都是关于交通拥堵以
及停水、停电、停气等紧急事情。”

蒋波告诉记者，对于春节期间
的紧急情况，从书记信箱、市长电
话等网络理政平台获取信息后，

“我们就需要立马联系相关部门核
实情况，并尽快推动事情解决。”

记者从一份受理记录看到，去
年除夕晚上11点半接到电话，天府

新区合江镇农家新园小区4栋1单
元因变压器不稳定突然停电，值班
的蒋波很快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经
抢修于当日恢复供电。蒋波告诉记
者，其实这样的案例只是春节值班
中很普通的一份，“忙的时候，这个
工单还没处理完，下一个工单又来
了。”

2012年、2014年、2016年、2017
年、2018年……这五年的除夕夜，
蒋波都没法陪在家人身边，但他却
告诉记者：“在除夕夜，我们能帮市
民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开
心、有获得感的事情。因为我们的
值班，更多市民在除夕夜遇到的突
发情况能得到解决，也能让更多的
家庭过个好年。”

在除夕寒冷的冬夜，总有那么
一群人还在守望着这座城市，助力
城市的运转、为城市建设默默奉
献，他们是这座城市最暖心的温
度。值班时，年夜饭怎么吃的呢？蒋
波笑着告诉记者：“一般都是带点
家里的香肠腊肉，到食堂去吃。我
们给市民‘加班’，食堂师傅也在给
我们加班。”蒋波笑着说，“我们也
常常在处理市民问题时，迎来了正
月初一的晨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郑鑫 摄影 王勤

1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
队获悉，2018年，成都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6142元，同比增长8.8%。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128元，同
比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135元，同比增长9.0%。城乡居民收入
连续4年平稳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进
一步缩小。消费支出与收入增长基本同
步，部分消费项目出现明显倾向性特征。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城乡
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是2018年成都
市城乡居民收入的显著特点。2018年，
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0，较上年
缩小0.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相对
差距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除深圳市）
仅次于宁波、杭州，居于第3位。

2018年，全市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增
速与收入基本持平，其中，城镇居民消费
支出增速为7.9%，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
速9.3%。但在消费结构调整的复杂背景
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恩格尔系数
稳步下降，在外餐饮保持高速增长。
2018 年，全市居民食品烟酒支出增长
6.3%，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3.7%，较上
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但全市居民在
外饮食消费却实现了 36.5%的高速增
长。从交通支出看，全市居民购买交通
工具的支出较上年减少了7.8%，而交通
费的支出增速超过了100.0%，更多居民
选择了公共交通的环保出行方式。

2018年，全市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为
城乡居民的持续增收奠定牢固基础，各
项政策措施提供有力支撑。产业升级是
城乡居民增收的主要动力。城镇方面，前
三季度，全市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60.2%。农村方面，2018年，成都市农
村居民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已超过第一
产业，成为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的主要
来源。其中，住宿和餐饮业收入增速达到
23.8%，与全市乡村旅游收入增速所匹
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庄灵辉

2019年，央视计划陆续刊播四
川省6个农副产品公益广告，助力产
业扶贫、精准脱贫，培育贫困地区农
产品特色品牌。2月1日，由四川广播
电视台制作的四川省首个扶贫公益
广告——“大凉山苦荞茶”广告开始
在央视综合频道、经济频道、国际频
道等12个频率频道、46个广告时段
重复播出。广告影片在推广凉山苦

荞茶的同时，呈现出当地自然风光
与少数民族人文风情。其余5个扶贫
产品公益广告也将陆续在各频率频
道播放。自“CCTV国家品牌计划-
广告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以来，已经
惠及13个省（区、市）贫困农户。2018
年，各地通过该项目得到免费推介
的农副产品超过50种。 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四川首个扶贫公益广告昨起在央视各台播出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发改委获
悉，近日成都市正式发布了《成都市
2019年重点项目计划》，2019年成都
市拟实施重点项目1090个，总投资
34009亿元，年度投资4805亿元。其
中，144个项目纳入《四川省2019年
重点项目名单》，总投资10520亿元，
年度投资1688亿元。

记者获悉，今年的重点项目中，
涵盖“五中心一枢纽”方方面面。其
中，经济中心项目299个，年度计划
投资1168.09亿；科技中心项目141
个，年度计划投资355.23 亿；金融
中心项目120个，年度计划投资
557.74亿；文创中心项目111个，年
度计划投资408.28亿；对外交往中
心 项 目 293 个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1289.58亿；综合交通通信枢纽项目
126个，年度投资计划1026.71亿。

哪些项目将建在你家门口？记
者梳理发现，按照主体功能区来看，

“中优”项目最多，达到284个，年度
计划投资1645.73亿；“东进”项目
237个，年度计划投资1160.14亿；

“南拓”项目217个，年度计划投资
811.79亿；“西控”项目252个，年度
计划投资792.24亿；“北改”项目100
个，年度计划投资395.73亿。

按照行业来看，现代经济体系构
建项目643个，年度计划投资2071.14
亿；现代服务业质量提升工程304个，
年度计划投资1109.43 亿；新经济产
业体系构建工程57个，年度计划投资
127.78亿；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工程31
个，年度计划投资88.48亿。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有
项目263个，年度计划投资1923.95
亿。国际航空枢纽工程13个，年度计
划投资199.79亿；轨道交通及TOD
工程13个，年度计划投资538.70亿；

“东进”区域基础设施骨架工程59
个，年度计划投资433.57亿。

制定项目计划，如何落实落地？
记者获悉，成都多措并举，推进项目
落地。成都将提升“互联网+项目管
理”治理能力，在成都市智慧治理中
心平台实时开展重点项目实时跟
踪、进度预警、协同调度，“一月一通
报、一月一排名”。

民营经济也能参与重大项目。
成都将建立聚合项目业主、民间资
本、金融机构三方联动，促进重大项
目有序推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

“三联两促”对接机制，定期向社会
推介发布重大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成都市2019年重点项目计划发布

“东进”项目237个
年度计划投资超1160亿

成都第一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身份证”来了

1日下午，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在
郫都区唐昌街道战旗村举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颁证仪式，向郫都区唐
昌街道战旗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颁发了全市第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登记证书并揭牌，标志着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
统一的“身份证”，获得了应有的市
场主体地位。

接过战旗村股份经济合作联
合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
书，战旗村村支书高德敏激动不
已。从战旗村开始，全市的集体经
济组织可以申领属于自己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拿着登记
证书就可以办理公章刻制和银行
开户等手续，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
主体地位真正确立了。在这之前他
们都是由村委会或其他经济组织，
代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经营职能，
操作过程非常不便。常常遇到理论
上认可，但具体操作还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麻烦。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潘斌介
绍，2018年，农业农村部会同人民银
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了《关于
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
作的通知》，确定对全国各级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进行规范登记，并赋予
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有了具
体政策支撑。

据悉，今年全市将投入5400万
元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农
商文旅融合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项目，鼓励集体经济组织探索

“集体经济+”的新机制和“农业+”
新模式。

据潘斌介绍，2019年全市将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作为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任
务，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股份合作制改革。目前已在全市
46431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开
展并完成了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工作。在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全市将推
进承包地“三权分置”，突出抓好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引导和鼓励土地经营权
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有序流
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
村新产业新业态，规范发展和壮大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让土地资源在
流动中实现其应有价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2月1日下午，2018年最美街道
颁奖暨慰问环卫工人活动举行。
2018年下半年成都最美、最差街道
评选结果揭晓。

在1日的活动现场，来自交警、
护士、道路维护工人、地铁工人等行
业的代表为2018下半年成都最美街
道的代表颁发了奖牌。

荣获2018年下半年成都最美
街道荣誉称号的是：彭州市花村
街、温江区江浦路、都江堰市都江
堰大道中段、武侯区玉林四巷、龙
泉驿区驿都东路、金牛区金博路、
高新区紫杉路步行街、青羊区泡桐
树街、新津县老码头步行街、都江
堰市幸福路、锦江区中粮悦街、武
侯区丽都路、成华区建设南支路、
成华区培华西路、温江区国色天香
商业街、郫都区振兴路、双流区银

河路北段、郫都区双创大道、高新
区天府五街、邛崃市君平大道、金
堂县学府大道、金牛区银杏路。

被评为2018年下半年成都最差
街道的是：天府新区泉水街、高新区
高升桥东路、锦江区栀子街、青羊区
石马巷、金牛区九里堤中路、武侯区
顺和路、成华区长天路、龙泉驿区八
一大路、青白江区大弯中路、新都区
正南街、温江区龙潭巷、双流区塔桥
路、郫都区何公路、简阳市鸿雁路、都
江堰市通锦路、彭州市龙兴北街、邛
崃市农贸巷、崇州市东兴北街西四
巷、金堂县金沙街、新津县复兴街、大
邑县仁和街、蒲江县桫椤路中段。

1日下午的活动现场，李丽、胡
淑花等15名环卫工人获评2018年最
美“马路天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秀明

2018年下半年
成都最美街道评选结果揭晓

紧接01版 在冬奥组委办公
楼，习近平看望慰问北京冬奥组委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代表。习近平表
示，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扎实工
作，步步为营，要拿竞技奖牌，也要
拿精神奖牌、廉洁奖牌，兑现向世界
作出的庄严承诺。举办冬奥会是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必
须一体谋划、一体实施，实现北京同
河北比翼齐飞。

随后，习近平来到国家冬季运
动训练中心，进入馆内察看国家速
滑队、花滑队训练备战情况，叮嘱他
们科学训练、注意安全。习近平步行
前往冰壶馆，察看国家冰壶队训练

备战情况。习近平勉励他们注重选
拔培养好人才，增强为国争光的荣
誉感，坚定创造佳绩的信心，刻苦训
练、全力备战、勇攀高峰，力争实现
新的突破。冰壶馆前厅的沙盘，展示
了首钢北区和冬奥会滑雪大跳台规
划建设情况，习近平边看边问。他强
调，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
强。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
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
量。我们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
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
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
体育强国。

数字背后
是市民生活的高品质提升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年成都市居民

20182018年年，，是成都发展史是成都发展史
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是成都的是成都的““跃跃
升升””年年。。成都成都GDPGDP超过超过11..55万万
亿元亿元，，跃上新台阶跃上新台阶；；成都在成都在
《《世界城市名册世界城市名册20182018》》中的中的
全球城市排名全球城市排名，，也连跨两级也连跨两级
跃升至跃升至Beta+Beta+。。而作为生活而作为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市民在这片土地上的市民，，更多更多
人看到了这座城市在基本公人看到了这座城市在基本公
共服务领域的进一步优化共服务领域的进一步优化，，
在全市社会保障水平方面的在全市社会保障水平方面的
稳步提升稳步提升。。

GDPGDP超过超过11..55万亿元万亿元，，给给
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
响响？？来看一组数据来看一组数据：：20182018年年，，
成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14236142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88..88%%。。
其中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收入 4212842128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88..2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收入 2213522135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99..00%%。。成都更连续成都更连续1010年荣登年荣登

““中国最具幸福感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城市。。
幸福很难量化幸福很难量化，，却可以却可以

从这组数据的背后从这组数据的背后，，看到这看到这
座城市在增进民生福祉座城市在增进民生福祉、、创创
造高品质生活的过程中造高品质生活的过程中，，始始
终不断的努力与投入终不断的努力与投入。。

昨日昨日，，市人社局从就业市人社局从就业
促进促进、、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收入分配、、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
面面，，对对11..55万亿背后的民生点万亿背后的民生点
滴进行了详细解读滴进行了详细解读。。

今年 54 岁的寇学明如今是
成都一家铸造公司的一名铸造
工人，有五险一金，还有新员工
补贴和免费午餐。曾在已关停的
砖瓦企业工作的他，是在成都举
办的“散乱污”企业失业人员的
专场招聘会上找到的新工作。

“本来以为自己找不到工作了，
没想到，针对‘散乱污’企业失业
人员的专场招聘会竟然办到了
家门口”。

事实上，不仅寇学明，去年，
全市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27.6 万
人，“散乱污”企业涉及本市户籍
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到97%。深入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是成都在不
断改善民生福祉的过程中，重点
着力的方向之一，去年，全市就业
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城镇登记失业率3.4%。

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
是 就 业 工 作 所 关 注 的 重 点 群
体。去年，全市困难家庭高校毕
业生 100%就业。此外，市人社局
实施全民技能提升行动，建成
成都职业培训网络学院，培训
城乡劳动者 12 万人次；全市返
乡创业 7000 余人、带动就业 1.5
万人、新增产值近 3 亿元，还加
快打造简阳、邛崃国家级返乡
创业示范园区。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进一步
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不仅是稳定
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营
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去年，成都
为 24.45 万 人 发 放 失 业 保 险 金
22.17亿元，为1.51万户企业发放
稳岗补贴6亿元。

去年，成都市社会保障力度
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177.2亿元，增长
11.3%。全年城镇职工五险参保达
3198.29万人次；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分
别保持在90%以上和98%。

对于个人参保者而言，或许
这些宏观的数字还不够直观，那
么另一组数字则能够直观看到每
个人切实的福利。

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以来，贯彻落实国家 17
种抗癌药谈判，创新纳入医疗保
障基金单行支付范围，药价最高
降幅 70%；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 500 元；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保险金
增长5.83%，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领取待遇人员人均月养老
金增长8.04%。

“去年，我们进一步深化了长
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将失智导
致重度失能人员纳入了保障范
围”，该负责人称，此外，针对社会
普遍关注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
题，成都出台实施了农民工工资
支付工作考核办法、欠薪应急周
转金管理办法和拖欠工资“黑名
单”管理办法，为8000多名农民工
追发工资（含工程款）1.35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7.6万人
就业优先

全年城镇职工五险参保达3198.29万人次
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从居民收支数据看消费趋势：
2018年在外饮食消费
增长36.5%

春节期间春节期间，，如果遇到噪如果遇到噪
音扰民音扰民、、停水停电停水停电、、旅游被坑旅游被坑
怎么办怎么办？“？“春节期间春节期间，，1234512345
市长公开电话是市长公开电话是‘‘77天天xx 2424
小时小时’’超长待机的超长待机的，，随时帮市随时帮市
民以及游客排忧解难民以及游客排忧解难。”。”王枫王枫
萍肯定地说萍肯定地说。。

王枫萍是王枫萍是1234512345市长公市长公
开电话接听中心的接线员之开电话接听中心的接线员之
一一，，但她和同事们戏称他们但她和同事们戏称他们
是是““关起关起门来的市长门来的市长”。”。每天上每天上
万个电话万个电话，，内容五花八门内容五花八门————
噪音扰民噪音扰民、、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违章搭违章搭
建建、、医保就业医保就业、、供水供电供水供电、、劳资劳资
纠纷……一件件市民反映的纠纷……一件件市民反映的

““小事小事”，”，都是关系民生利益的都是关系民生利益的
““大事大事”。”。群众一个电话提出的群众一个电话提出的
诉求怎样被解决诉求怎样被解决？？春节期间他春节期间他
们又将如何保障每位市民和们又将如何保障每位市民和
来蓉游客的诉求来蓉游客的诉求，，能件件有回能件件有回
应应？？昨日昨日，，记者来到记者来到1234512345市市
长公开电话接听中心长公开电话接听中心，，近距离近距离
体验热线接线员工作的酸甜体验热线接线员工作的酸甜
苦辣苦辣。。

不打烊的12345
7x24超长待机

新春 走基层

王枫萍正在接听电话 蒋波正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