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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无水消火栓无水、、应急照明无光应急照明无光、、
楼梯间装铁栅门……楼梯间装铁栅门……

华阳缤纷广场被通报
计减信用分30分

记者了解到，在平安社区工程百
日攻坚行动社区消防突出问题和风
险隐患专项整治暗访中，除了华阳缤
纷广场外，这些地方同样存在隐患。

邛崃

文南小区
门牌地址：文南路609号
场所性质：住宅小区
存在的隐患：非机动车棚部分

充电线未穿管，部分线路接头不规
范。单元楼梯间入口处电瓶车充电。
楼道内部分灭火器损坏。消防车出
入口通道锁闭且无值班人员值守。
车辆停放堵塞消防车通道。单元楼
外搭建杂物棚占用防火间距。

大邑

润驰国际广场
门牌地址：内蒙古大道2号
场所性质：商业综合体
存在的隐患：部分商铺营业期

间锁闭安全出口。消火栓未标明使
用方法。楼梯间堆放杂物。手动报警
器处于报警状态未复位。安全出口
标志灯损坏，防火门被拆除。改变使
用性质，将地下停车场部分区域改
为库房，且未做防火分割。安全出口
标志灯损坏，常闭式防火门未关闭。
泡沫罐进出罐管道阀门关闭。消防
控制室里火灾报警控制主机有大量
火灾报警信号未处理。

彭州

东顺苑
门牌地址：东大街259号
场所性质：商住一体楼
存在的隐患：一楼临街商铺外

墙室内消火栓未标明使用方法，栓
箱内无水枪水带，放水测试管网内
无水。临街一茶房共四层，只有一部
疏散楼梯。该茶楼疏散楼梯间窗户
及临街二楼窗户上设置阻碍人员逃
生和灭火救援的金属栅栏。小区内
消防车道转弯半径宽度不足消防车
无法通行。

简阳

旭海广场（柏曼酒店）
门牌地址：雄州大道南段389号
场所性质：商业综合体
存在的隐患：16、15层常闭式防

火门不能完全闭合，防火门顺序器
损坏。商业一层楼梯间内设置房间。
商业一层某商铺的疏散门在营业期
间锁闭。负一层永辉超市的疏散通
道堆放大量货物。永辉超市安全出
口门上设置门栓，在营业期间门栓
处于插合状态。

金堂

兰天城市广场
门牌地址：新建路133号
场所性质：商业广场
存在的隐患：楼梯间内堆放杂

物。楼梯间内无应急照明，灯光疏散指
示标志损坏。火灾显示器未投入使用。
负二楼车库楼梯间的防火门缺少顺序
器和闭门器，消火栓缺少箱门，起泵按
钮损坏，楼梯间的防火门被拆除。四
楼电影院安全出口锁闭，地面的灯光
疏散指示标志损坏。四层商业疏散走
道地面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报道

和面、揉面、包装
残疾人给烘焙师打下手

“这个是我们的火龙果面包。”下午
3点半，在“面包慢点点”，茉莉正在给客
人推荐面包，顺利度过了上午刚开业时
的“拥堵”，店里清静了些。从外表上，身
高不到1.5米的茉莉认真工作的样子，
看不出她已经37岁。实际上，茉莉智力
残疾2级，心理年龄远低于实际年龄。茉
莉是“面包慢点点”的收银员，为了做好
这份工作，从培训、试用到能独当一面，
她用了差不多4年的时间。“所有的岗位
都轮了一遍，发现收银员她能做得下
来。”成都市新叶助残公益服务中心副
主任吴晓聪告诉记者。

和茉莉一样存在智力障碍的店
员，还有19岁的翔翔和24岁的航航，
他们的工作，就是给专业的烘焙师傅
打下手，“和面，揉面，清洗烘焙的器
皿，包装，这些单纯的辅助性的工作，
经过反复训练，他们是能够很好地完
成的。”吴晓聪介绍说，存在心智障碍
的员工虽然无法独立地学会烘焙，但
经过训练，单一性的执行力很好，但也

需要长时间不断重复地训练。
吴晓聪所在的成都市新叶助残公

益服务中心从 2007 年开始从事助残
类社会公益项目，2014 年开始的“佑
爱烘焙坊”欢喜儿烘焙技能培训项目，
专门针对轻度智力残疾人士提供烘焙
技能就业培训，通过“由简及繁、由易
至难、量体裁衣”的反复培训模式，为
智障残疾人提供就业通道。

居民来当志愿者
免费服务还送货上门

面包房为什么开进了社区？康庄
社区党委书记周成军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其实也是偶然的机会
与新叶助残公益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结
识，了解了助残项目运作模式后，有了
将社会企业引入社区的想法，一方面
让社区居民享受到优质服务，一方面
促进社会企业和社区合作共赢。“我们
这里离市区比较远，也缺这种优质的
面包烘焙房。”周成军说。

2018年11月，康庄社区腾出一间
调解室，装修成了一间烘焙工作室，进
入试运营。刚开始，效果并不是很好，

“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周成军说，
当时，面包房就是简单的一个销售和
生产空间，没有“休闲”“放松”感，了解
项目的人不多，订单量不高，刚刚上岗
培训的员工也需要长时间训练。

为了帮面包房“打开局面”，社区做了
不少工作，社区工作人员趁着居民乘
凉散步去发传单、打广告，面包房的运
营方式也做了很多调整。不仅如此，社
区还征集了一批志愿者，到面包房免

费服务。“现在是15个志愿者，分成3
班。”周成军说，智力障碍的员工在沟
通上确实有一定难度，因此志愿者会
承担和客人沟通的工作，包括一些送
货上门的服务。

一种新的探索
社会企业助残项目引进社区

“这也是一种新的探索。”周成军
说，把社会企业助残项目引进社区，
给予助残项目更多的支持帮助，另一
方面，也可以融入更多的社会服务。
在面包房外，有一个木质的凉台，大
树下，社区居民可以喝喝咖啡，乘凉
聊天，围绕凉台边的，是一圈刚刚种
植好的月季。

“比如说，社区儿童的课外活
动，来学做糕点。”周成军说，后期
社会企业项目运作良好，有了一定
的盈利后，还可以为社区高龄老人
提供生日福利、组织社区儿童课外
培训等等。

周成军说，其实在征集的社区志
愿者中，也有一个性格较为封闭的年
轻女孩子，20 多岁的年龄，长期待在
家中，很少与外界接触，这一次鼓励她
成为志愿者，就是想让她更多地接触
社会，“我给她说，要给她安排更多的
工作。”

22日上午，“面包慢点点”正式开
业，七八点就有社区居民来购买了，一
直到中午 12 点，店里都排着长队。之
所以给面包房取名“慢点点”，周成军
说，寓意是希望大家的生活在这里能
够慢下来，享受悠闲时光，同时，店里
的员工特殊，做事接待会慢一点，也需
要大家有更多的包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张直

华阳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大楼多处室内消火栓缺少启泵按钮，消火
栓无水，消火栓箱门锈蚀损坏；楼梯间堆
放杂物；楼梯间违规设置铁栅门；应急照
明处于未投入使用的状态

“对于缤纷广场的问题，我们职能部
门之前也有不足，后面也要举一反三，总
结经验方法。”黎晓东介绍，接下来将对辖
区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地标大楼的

安全
隐忧

消火栓无水、楼梯间装铁栅门、应急照明没法用……近日，一场平安社区百日
攻坚行动暗访中，华阳缤纷广场被曝存在多处安全隐患。天府新区规划建设国土局
给出了处罚决定，对缤纷广场物业进行公开通报，并计减信用分30分。

隐患被曝，安全重大。辖区多部门联合行动，开启了对该广场的督促整改。要求广
场对发现的多项安全隐患进行先期整改。2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走访看
到，广场物业已对暗访所查的多处隐患进行了相应整改，部分后续工作仍在进行中。

华阳正西街43号缤纷广场，对
于附近居民来讲，再熟悉不过，尽管
已有些年份，但至今仍算华阳片区
的一大地标大楼。广场汇集着300多
户商家，200多户住户。每日往来人
流众多。

但正是这样一个商家住户聚
集，人流密集的场所，在消防安全方
面则存在多处风险隐患。近日，在平
安社区百日攻坚行动社区消防突出
问题和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暗访中，
暗访人员发现，自广场地下车库至
地面多层消防通道均存在不少安全
隐患。

华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人
大工委主任黎晓东介绍，主要核心问
题在消防方面。主要隐患问题在于：
多处室内消火栓缺少启泵按钮，消火
栓无水，消火栓箱门锈蚀损坏；楼梯
间堆放杂物；楼梯间违规设置铁栅
门；应急照明处于未投入使用的状态
等多个方面。

黎晓东介绍，事实上，对于发
现的问题，在被曝光前，消防以及
职能主管部门就曾多次督促广场
整改，“但效果和力度不够，必要性
和紧要性不够，没有彻底，企业也
有各种理由。”

隐患被曝，多部门开始了对缤纷
广场的督促整改。同时，对其进行了
相应的处罚，天府新区规划建设国土
局工作人员介绍，广场物业管理存在
问题，遂对其进行了公开通报，计减
信用分30分。并要求广场对存在的安
全隐患进行限期整改。

2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对整改情况进行了探访。缤纷广场物
业办公室主任黄坤香带领记者从地
下车库开始，自下而上，对相应的隐
患位置进行了查看，并介绍了整改情
况。“涉及的主要隐患问题已经按照
要求进行了整改。”黄坤香向记者表
示，此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商

业和住户混合，两者各有各的需求，
对于暴露的问题，此前在处置上存在
一定困难。下一步将安排保安人员及
时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而就本次整改而言，主要工作在
于：一是消防通道乱停乱放问题，进
行了公告，并设置了相应管理设施；
二是对安装在消防通道的空调外机
进行了拆除；三是安装在消防通道口
的违规铁栅门进行了拆除，一些占用
消防通道的杂物也进行了清除；四是
对所有的消防设施进行了逐一检查，
对破损和过期的一些设施设备进行
了更换。另外，对墙面地面进行了清
理，同时还将邀请消防专业人员对广

场商家和住户进行培训，并进行相应
的演练训练。

对黄坤香所述的整改情况，记者
逐一进行了走访查探，消防及职能主
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一同进行了查看。

“对于缤纷广场的问题，我们职
能部门之前也有不足，后面也要举一
反三，总结经验方法。”黎晓东介绍，
此次除了暗访发现的问题外，各部门
也对其他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
了排查，各主管部门对应各自的情况
拉网排查，并进行整改。黎晓东说，除
了广场物业外，300多户商家和200多
户住户也都需要发动起来，参与到平

安社区行动中来，一起去营造一个安
全的经营和居住环境，“目前来看，已
经有了效果。”

黎晓东说，华阳是已经建成的
老城区，与正在开发建设中的区域
不一样，面貌观感并不是那么规范
美观，随着近几年区域内人口的极
速增加，可能面临的问题也会增加，

“查漏补缺”工作不易，此前有些问

题的解决不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效
率也不够高。

黎晓东说，接下来将对辖区进行
全面排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
时利用网格管理，在网格内除了配置网
格员，一些相应的职能部门人员也可以
分配到网格中，当一个网格发现问题，
就有利于网格内各部门人员自行处理
好，遇到阻力时再向上“呼叫”。

店员多是智力障碍残疾人，社区居民也跑来当志愿者

这家面包房 有点不一样
22日下午4点，青羊区文家街道康庄社区的居民杨丽再次来到

社区里刚开张的“面包慢点点”面包房，要办理会员卡。“早上开业人
实在是太多了，没挤进来。”杨丽说。

在社区里开面包房？这可不是普通的蛋糕店，是由康庄社区和
社会企业联合开办的社区化助残惠民烘焙坊，为有智力障碍的残疾
人提供就业和培训机会，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同时，作为社区项目，
社区居民作为志愿者也参与到其中。

地标大楼被暗访
存多处安全隐患隐患/

整改/ 通报并计减信用分30分
对隐患进行限期整改

排查/ 街道办对辖区全面排查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这5个地方
风险隐患同样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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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广场被曝存在多处安全隐患

茉莉（右）是“面包慢点点”的收银员

封闭网被拆除

原被封闭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