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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桐梓林社区，外籍人士也
正积极参与到社区发展治理的
方方面面。据了解，从2016年开
始，桐梓林社区正式引入“洋助
理”模式，目前已成为桐梓林社
区创新基层治理的一项新探索。

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嘉敬从
2012年来到中国成都，已在桐梓
林社区租住了7年，从最开始的
社区志愿者到社区居委会主任
助理，为居住在社区的外籍人士
提供咨询服务，也成为了他日常
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主要是为外籍人士和

社区之间交流沟通提供服务。”陈
嘉敬说，每周工作日的上午，他和
另一位“洋助理”约翰都会轮流在
社区居委会办公。为前来办理事
务的外籍人士提供服务，同时也
将他们的需求转达给社区。

陈嘉敬告诉记者，虽然社区
针对外籍人士出台了很多政策，但
是“老外”往往并不知晓，而他作为
外籍身份，就可以更好地将一些政
策向他们传达。比如一些外国朋友
误以为来中国后，孩子只能读私立
学校，但是社区干部告诉他，外国
人也可以读公立学校，只要向学校

提供所需资料就行。在知晓相关政
策后，陈嘉敬也将这个信息传达给
了辖区的外籍人士。

由于文化差异，外籍人士在
社区生活中遇到问题，陈嘉敬会
参与协调处理。比如，有外籍人
士曾经投诉周边学校课间广播
吵闹。陈嘉敬在了解情况后，及
时与学校沟通，建议校方调整音
响位置，把声音降下来。学校在
接受建议后，外籍人士的投诉也
就停止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叶燕 摄影报道

一目了然 换乘时不易走错

11月19日上午，记者在中
医大省医院地铁站看到，目前
站内导向标识已基本更换完
毕，新导向标识以深灰色为底
色，将白色作为字体颜色，出
口指示标识也统一由过去的
绿色更换成了黄色，标识箱体
更大，字体也相应增大。同时，
箱体上过去指示乘坐地铁的
列车标识取消了，有具体的“X
号线”来代替，更加直接醒目，
指示性更强。

“我有一次着急办事，到中
医大换乘时就搞错了。”家住
东门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之前
因为着急办事，乘坐地铁到了
中医大省医院时发现坐过站
了，他下车到对面往回坐时，发
现上了2号线。“现在更换的这
个标识，更大更醒目，一出车厢
门就看到了，一目了然。”

对于家住白果林的张女
士来说，新标识不仅简单明
了，看上去还时尚一点，“刚开
始5号线标识一出来我就觉得
有哪里不一样了，现在不用仔
细看，大概就能知道往哪个方
向换乘5号线。”

中医大省医院站作为成
都地铁2号线、4号线、5号线三
线换乘站点，新导向标识应用
后，市民乘客通过区分颜色，
就可以很好地找到自己要乘
坐的地铁线路，非常方便。

5号线全线运用新标识

新地铁导向标识应用后，

不少网友表示，这种风格和日
本铁路公司（JR）简约大方的
风格很像。“颜色算是一种JR
风吧，因为这个导向标识的标
准就是参考日本来做的。”据5
号线导向标识项目部负责人
王波介绍，5号线全线站点都将
采用新标识，新导向标识相较
过去主要有两方面不同：一、
整个导向箱体加大了；二、颜
色也进行了变更，以前是绿
出，现在是黄出。“意思就是出
口导向标的颜色由过去的绿
色换成了黄色。”

除此以外，成都地铁导向
标识还有一些小变化。王波
说，“比如，以前看见橙色不知
道是几号线，现在一看你就知
道是2号线。”

据了解，11月15日成都地
铁曾在其微博发布，为迎接5号
线一二期的顺利开通，成都地
铁中医大省医院站已经“换新
颜”。根据现场施工进度安排，
部分老旧导向标识暂时还未
拆除，将尽快完成升级打造。

同时，11月7日成都地铁便
已公布目前可以体验新标识
的站点，“市民朋友，当前高升
桥站、神仙树站、北站西二路
站、中医大省医院站、双流西
站及10号线一期各站已陆续开
始导向改造，以迎接今年年底5
号线一二期、10号线二期的正
式开通试运营，改造期间车站
将会出现两种不同风格的导
向以及新线换乘信息，因此给
您的出行带来不便我们深表
歉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闫宇恒 严丹 摄影报道

社区治理成都探索系列报道

一物一社区
3 为外籍人士而建

国际化社区如何建国际化社区如何建？？桐梓林这间书屋里有答案桐梓林这间书屋里有答案

这间书屋

一间书屋
“外国专家书屋”免费提供中、

英、法、德、西、阿拉伯6个语种的图
书共1300余册，涵盖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等领域。外籍人士凭有
效身份证件（卡）可免费借阅。

一个中心
桐梓林国际社区邻里中心，

作为桐梓林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重
要载体，建立起西南地区首个境
外人员服务管理站，为外籍人才
提供停居留、签证等“一站式”办
理服务。

一项探索
从2016年开始，桐梓林社区

正式引入“洋助理”模式，外籍人士
也正积极参与到社区发展治理的
方方面面，目前已成为桐梓林社区
创新基层治理的一项新探索。

摆放整齐的图书摆放整齐的图书、、整整
洁的书桌洁的书桌、、舒适的座椅舒适的座椅
……坐落于武侯区桐凤……坐落于武侯区桐凤
路路3939号的桐梓林国际社号的桐梓林国际社
区邻里中心内的区邻里中心内的““外国专外国专
家书屋家书屋”，”，已经成为辖区已经成为辖区
内部分外籍人士最常前内部分外籍人士最常前
往的地方往的地方。。

对于居住在桐梓林对于居住在桐梓林
社区的外籍人士社区的外籍人士，，能够在能够在
居住地附近找到一个符居住地附近找到一个符
合自己专业需要合自己专业需要，，查阅相查阅相
关书籍的书屋关书籍的书屋，，无疑为其无疑为其
在华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在华生活提供了很大的
便利便利。。

而对于定位国际化而对于定位国际化
社区的桐梓林社区的桐梓林，“，“外国专外国专
家书屋家书屋””的作用不仅如的作用不仅如
此此，，在为外籍人士提供一在为外籍人士提供一
个专门的图书资料查询个专门的图书资料查询
场所的同时场所的同时，，依托书屋开依托书屋开
展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展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也能让外籍人士更好地也能让外籍人士更好地
融入中国生活融入中国生活。。

位于桐梓林社区邻里中心
内的“邻里书院”，原来是开发商
的样板房展示区，后来被改造成
专门为居民提供阅读服务的公
共空间。

不久前，为进一步便利外国
人才，成都市科学技术局（成都
市外国专家局）、武侯区人才办
在武侯区桐梓林邻里中心“成都
诸葛国际人才俱乐部”设立了全
省首家“外国专家书屋”。

从此，“邻里书院”摇身一
变，升级为“外国专家书屋”。

第一次进入书屋，一定会被

其温馨的布置所吸引。在书屋中，
不仅陈列着沙发、茶几等家具，同
时还依据不同的阅读群体，设置
精英阅读区、亲子阅读区、生活美
学区等不同类型的功能分区，提
供不同领域的图书。

在书屋中，免费提供了中、
英、法、德、西、阿拉伯6个语种的
图书共1300余册，内容涵盖政
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其
中不乏《今日简史》《简爱》《流浪
地球》等畅销书籍，按照商业、人
文、科学等类别整齐摆放。

外籍人士凭有效身份证件

（卡）可免费借阅图书。从借阅登
记表也可以发现，其中《第十二
夜》《追风筝的人》等人文类的书
籍更受到外籍人士喜爱。

对于辖区内的外籍人士，邻
里中心的“外国专家书屋”不仅是
对其开放的查阅图书资料的场
所，更是一所进行中外文化交流
的“学校”。由各类社区企业、社会
组织、国内外志愿者提供的英语
角、汉语角、摄影培训、舞蹈教学、
影音欣赏、美食分享等特色活动，
分别在每周不同的时间开展，吸
引着大量的外籍人士参与。

提供6个语种图书
这里是中外文化交流“学校”

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桐梓
林社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陆续汇集了来自美、英、德、日等
46个国家和地区的4300多名境
外人员，约占社区实有人口的五
分之一，成为成都市境外人员居
住最为集中的区域。

据了解，2019年1月，成都市
发布了《成都市国际化社区建设
规划（2018-2022年）》和《成都市
国际化社区建设政策措施》。根

据规划，2018年成都市已完成4
个示范性国际化社区打造，桐梓
林社区正是其中之一。

桐 梓 林 国 际 社 区 邻 里 中
心，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作为桐梓林国际化社区建设的
重要载体，成了为社区居民提
供政务、商务、生活服务的公共
空间。

据悉，今年4月，成都市科学
技术局（成都市外国专家局）在

邻里中心的“成都诸葛国际人才
俱乐部”开通了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办理窗口，建立起西南地区
首个境外人员服务管理站，为外
籍人才提供停居留、签证等“一
站式”办理服务。

该俱乐部也设立了成都第
一个下沉到社区的蓉城人才绿
卡咨询服务点，为外国人才提
供就业创业业务办理“一站式”
服务。

打造“邻里中心”
建立境外人员服务管理站

治理新模式
让外籍人士成为“社区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19日从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为方便广大市民，
拟于20日起对三环路90个站点
名称进行优化。此前，市民曾吐
槽三环路环线公交137路的站
名复杂难记，137路公交也被戏
称为“最烧脑”公交，此次更名，
137路也包括其中。

据悉，此次更名涉及线路
包括：3、5、17、18、23、29、35、
46、50、65、66、80、82、85、87、
92、94、113、120、122、125、
136、137、145、146、153、158、
161、165、166、170、184、209、
223、227、228、230、238、242、
243、246、249、258、264、264A、
268、313、314、336、338、341、
410、429、435、440、446、452、
504、509、651、653、656、720、
736、763、854、854A、855、899、
1019、1039、1044、1045、1055、
1061、1062、1066、1076、1077、
1091、1108、1133、1145、G38、
G63、G79、G84、G88、G108、
G162A、G162B、K13、夜 间 5
路、夜间101路。

同时，增设125路草金立交
北、武青东四路口、果盛路口（返
程）；增设440路成渝立交南。

记者看到，更名后的站点
名更容易区分，例如，北三环路

四段中内侧站、北三环路四段
东内侧站分别更名为东林二
路口站和新山社区站。南三环
路二段外侧站、南三环路二段
东外侧站与南三环路二段中
外侧站，分别更名为三环新机
场高速站、锦瑞路口站、皇经
楼路口站。

据悉，公交站点命名要求
导向准确、长期适用、简洁明
了，用语规范、照顾市民出行
习惯，彰显城市历史文化。具
体而言，公交站点宜优先选择
所在或邻近的道路、桥梁名称
命名；可参照周边交通枢纽、
学校及医院等公共设施、大型
公共场所、党政机关命名；可
参照周边标志性建（构）筑物、
文物古迹、旅游景点、商业区、
大型居住社区命名；企业名称
一般不用作公交站名，个别知
名度高、导向性好、符合乘客
出行习惯的企业名称可作为
公交副站名使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地铁5号线
将用新导向标识
新标识已亮相中医大省医院站

更直接醒目 指示性更强

进入11月，成都地铁5号线开通也进入倒计时，中医
大省医院站作为5号线其中一个换乘站，最近，站内的导
向标识有了新变化，更简约醒目，指示性也更强。

三环路公交站点
优化更名啦

“最烧脑”公交不烧脑了

扫码查看
90个公交
站点具体
更名方案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19日发
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7704亿元，
同比增长3.8%，其中，税收收入微
增0.4%，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
降28.6%，减税效果持续显现。

具体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80662亿元，同比增长4.4%；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87042亿元，同比增长3.3%。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41514亿元，同比增长0.4%，累计
增幅比1至9月提高0.8个百分点。
非税收入26190亿元，同比增长

27.1%。
分税种看，前10个月累计，国

内增值税54346亿元，同比增长
3.2%；国内消费税12120亿元，同
比增长18.7%；企业所得税36350
亿元，同比增长5.6%；个人所得税
8776亿元，同比下降28.6%。

前10月财政收入增长3.8% 个税收入降幅近30%

新的导向标识更醒目

位于桐梓林社区邻里中心的“外国专家书屋”

桐梓林社区邻里中心给外籍人士
提供了政务、商务、生活服务的空间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