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区湖畔路西段获选成都最美街道
成都首批最美街道出炉，湖畔路西段充分体现了宜居宜业宜商的城市形态

77月月1818日日，，
由成都市城管由成都市城管
委委（（市治理办市治理办））
联合成都市建联合成都市建
委等委等 1616家市级家市级
部门部门组织开展组织开展
的成都市中心城的成都市中心城
区第一批区第一批““最美最美
街道最差街道街道最差街道””
评选活动揭晓评选活动揭晓，，

““最美街道最美街道””1010
强名单出炉强名单出炉。。成成
都天府新区湖畔都天府新区湖畔
路西段榜上有路西段榜上有
名名，，获评全市获评全市““最最
创新创新””街道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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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比
认可湖畔路西段“最创新”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按照评选
方案，采取自荐、市民推荐、专业评审
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评选确定了15条

“最美街道”终选候选街道，“整个评
选过程有近40万人次参与投票”。

主办单位组织市民巡访团对“最
美街道”各候选街道进行实地寻访，
并随机选取5名居住或工作在该街道
所属区域的居民对本街道的日常管

理和设施配套等情况进行满意度测
评，将居民满意度纳入对本街道的评
选中。

经过专业评选、市民评选、市民
巡访团评选后的综合评比，最终，成
都首批“最美街道”名单出炉，一共10
条，包括“最成都·背街小巷打造成特
色街道4条”“最都市·主街干道打造
成成都名片4条”“最创新·新区干道
打造成宜业街区2条”。

新区湖畔路西段是“最创新·新
区干道打造成宜业街区”中的“最美
街道”之一。

■实至名归
见山望水+产业蓬勃发展

湖畔路西段地处成都科学城起步区
核心位置，是新区首批“小街区规制”示
范道路。从规划开始，为了打造好这条街
道，新区可没少花力气。

在规划时，湖畔路西段就定位为
“品质高端”。街道空间布局疏密有度、
结构科学，街道建筑层次鲜明、形态优
美，与兴隆湖、龙泉山等滨水山体空间
交相辉映，水电气讯等基础设施配套

完善，土地混合利用水平较高，充分体
现了宜居宜业宜商的城市形态。

在城市管理上，湖畔路西段的管
理规范精细。街道建筑立面简洁大
气，广告招牌、公交站牌和路灯的设
置国际化现代化，街道干净整洁，街
面公共设施完备完好，景观容貌秩序

“清洁、清爽、清新”。
在生态环境上，湖畔路西段优势突

出。街道毗邻水面达4500亩的兴隆湖生
态水环境工程，东望龙泉山，周边为鹿
溪河生态区、成都科学城山地公园等重
大生态项目，区域内部道路、绿地均按

“海绵城市”理念建设，季相林相色相变
化丰富，具备“见山望水”的生态优势。

最关键的是，在产业发展上，湖畔
路西段现代产业蓬勃发展，“最创新”
的评价实至名归。街道沿线创新创业
氛围浓厚，是成都天府新区创新创业
重要载体——天府菁蓉中心A区、B
区所在地，分布着清华大学四川能源
互联网研究院、诺基亚全球技术研发
中心等20余家国内外科研机构、知名
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稳步提升。 天府之声
记者 刘友莉 摄影记者 王天志

提升形象
做好镇域软硬环境

据悉，创建国家级卫生镇（街
道），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使创建工
作有序开展，大林街道办事处成立
了大林街道创建国家卫生镇领导
小组，制定了《大林街道创建国家
卫生乡镇实施方案》，突出组织管
理、构建创建工作网络，明确责任
分工，细化推进措施，并将该项工
作纳入重点工作目标考核，在总目
标分中实行倒扣分制。

为了切实提升城镇形象，大林
制定了三个“抓手”：一是以宣传教
育为抓手，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先
后多次分类召开创建国家卫生镇工
作动员大会，印发了创卫宣传手册
6000余份，制作大型户外宣传广告2
幅、宣传喷绘60余幅，进单位、进社
区、进院落制作健康教育和创卫宣
传专栏30余个。通过悬挂宣传标语、
开展街头宣传活动、制作大型户外
广告等多形式，多角度宣传创卫，使
健康教育和创卫宣传深入人心，大
林上下踊跃参与。二是以改善城镇
基础设施为抓手，做好镇域硬环境。
先后投入资金600余万元用于创卫
工作。投入160余万元，改造标准化
公厕3个，提升改造农贸市场1个，
新建垃圾中转站1个；投入370余万
元进行污水管网改造、处理设施建
设，背街小巷排水沟硬化1600米；投
入138万元改造场镇店招262个，路
灯280余盏，更换拉圾桶70个，果屑
箱75个，补助5万余元改造农村旱

厕20户，大林城镇形象得到极大提
升。三是以开展专项整治为抓手，提
升镇域软环境。严格按照国家卫生
镇标准，连续开展食品安全、摆摊占
道、交通秩序、建成区违章乱搭建、
病媒生物防制等专项整治30余次。
对辖区内45家“四小”行业，69家餐
饮单位，65家食品流通单位，公共场
所卫生开展专项整治15次。辖区内
食品单位169家，已办证167家，办
证率达98.8%。投入5万余元购买除

“四害”药品，聘请专业公司进行药
物投放、布点，鼠、蚊、蝇、蟑螂等病
媒生物得到有效控制，灭鼠、灭蝇达
到全国爱卫会规定标准，城镇软环
境得到有效改善。

保障实效
部门联动群众监督

为了切实保障创卫实效，大林
还积极落实三个“强化”：一是强化
工作督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目
督办坚持每周督查，对重点工作，
特别是公厕改建、市场改造等进行
严格督查和指导，领导小组定期召
开创卫工作阶段性督查会，将督查
情况与目标考核奖惩挂钩。二是强
化部门联动。联合工商、卫生执法
队、派出所等部门开展联合整治10
余次，召开联席会议6次，形成齐抓
共管的良好局面。三是强化群众监
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曝光，并设

立卫生监督投诉电话，发动群众积
极参与并监督创卫工作。

此次获批国家卫生镇（街道）
后，大林街道表示，将以此为契机
和新起点，全面加强新时期爱国卫
生工作，充分发挥国家级卫生创建
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高标准、严要
求，创新思维、创新工作，抢抓“南
拓”重大历史机遇，全力推进“生态
山居田园 乡村旅游小镇”建设，为
新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之城、人与城市协同共创的创新
之城、人与社会包容共享的城市贡
献力量。

邓开宏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正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祝建平
的业绩突出，不仅曾经当选过双流
人大代表，今年6月，在“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的活动中，他还被
评为成都天府新区好人。

7月20日下午，祝建平忙完手
里的事，带上工具，和两位同伴来
到华阳的利民街。这里的一处居民
自建房，下水道经常堵塞，周围群
众反映比较强烈。祝建平和同伴寻
找“堵点”，用长长的 PV 管子进行
疏通，身手非常灵活、熟练。

祝建平个子高大、墩实，有点小
肚子，说话铿锵有力，自然卷的头发
被打理得很短，看上去很精神。工作
的时候，衬衣西服是他的最爱，就连
去掏下水道时也不会专门换装，专
门戴手套，经常是脱下外套，袖子卷

起来就开干，以至于他厚实的双手，
布满一层薄薄的茧。

2001 年，华阳街办找到他，希
望他参选社区干部。那一年，祝建
平当选为正东街社区的党支部书
记。2006年下半年，因业绩突出，祝
建平当选为双流县第十六届人大
代表。一天，与100多位选民代表相
见时，他说，人民代表就是为人民
服务的，我只有一个特长——疏通
管道。如果你们家有下水道被堵，
找我就是了。

说到做到，从此，他就开始了
免费清掏下水道。居民杨春海说
祝建平没架子，还舍得干，经常为
小区换灯泡、粉刷墙壁和掏下水
道。祝建平当上社区书记以来，已
免费为居民掏了 3000 多次下水

道。如果按每次收费 50 元计算的
话，他免费劳动的价值至少有十
多万元。

说起掏下水道的原因，还得回
到 1998 年，那是他下岗后的第二
年，他开起华阳首家汽车搬家公
司，业务涵盖搬家、清掏下水道、清
洗外墙等。那时正是华阳迅猛发展
的时期，他的搬家公司生意最火
时，一天100多个工人同时开工。

当上社区书记后，免费疏通下
水道，让祝建平与一些“难缠”的居
民交上了朋友。因为信任，大家有事
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祝建平。小区里
有了马蜂窝，给祝建平打电话；空巢
老人去世了，他和社区干部给老人
办后事；夫妻吵架了，找他调停……

虽然为辖区居民做着各种各

样的“杂事”，祝建平一点没耽误自
己作为社区书记的“主业”。当年走
马上任后，祝建平动员社区的工作
人员一起承接工程，赚来的钱，社
区分配一部分，再分配一些给社区
困难群众。曾经，社区困难户吴洪
均的儿子上大学，社区就从结余的
钱中补贴了吴家8000元学费。

在正东街社区就任期间，祝建
平还在辖区内全面开展“帮扶结
对”和“党员示范”活动，与贫困党
员、群众结对64对，培养创业典型
两户，从就业、培训、资金等方面促
进帮扶对象脱贫致富。实施“再就
业工程”，积极为 4050 人员拓展就
业渠道，成功推荐就业100余人，提
供公益性岗位36个。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为帮助街道未成年人健康快乐
成长，营造关爱未成年人的浓厚氛围，
近期，合江街道、永兴街道“多彩生活·
快乐健康成长”暑期公益培训班志愿
服务项目相继开班，来自四川师范大
学、四川音乐学院的6名大学生志愿
者，为合江、永兴街道的100余名小朋
友带来了不一样的假期生活。

据悉，本次培训共设置舞蹈、美
术、书法、学业辅导、小主持、英语 6
个兴趣班，培训将持续开展到 8 月 4
日，共计25天。

“ 桃 子 桃 子 paech,paech,
paech......”英语课上，英语老师手拿
一个桃子正在教孩子们学习水果英
文单词。一周下来，孩子们都会讲出
身边经常见到的水果和身体五官的
英文，老师边比划边教学，以情景结
合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学得很快，
有孩子家长表示孩子很喜欢英语老
师的授课方式。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小主持课上，老师正
在教大家同学们练习平翘舌绕口令；

“来，跟着老师动起来，一二三走，一
哒哒、二哒哒、三哒哒......”舞蹈课上，
孩子们跟着老师的节奏，灵活地扭动
着自己可爱的小身板；书法课课上，
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学习横、竖、撇、
捺、点这些简单的笔画。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本活动是
合江街道“多彩生活·快乐健康成长”
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内
容之一，以公益活动的形式邀请街道
范围内少年儿童免费参与。参加本次
公益活动的小朋友或家长、在本年内
只需至少参与一次志愿服务活动，即
可通过以服务换服务的形式，让居民
真正体会志愿服务精神，享受文明志
愿你我同行的乐趣。家长们纷纷表示

“以服务换服务，这样既能丰富我们
的日常生活，又能让孩子们受益，我
们很赞同这种模式，以后就只有志愿
者家属才能享受培训班的优惠了”。

邓江美 葛少虎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多彩生活·快乐健康成长

合江、永兴街道开展
关爱儿童暑期公益活动

新区有了首个国家卫生镇
今年7月，大林街道被全国爱卫会正式命名为国家卫生镇

天府之声记天府之声记
者日前从大林街者日前从大林街
道获悉道获悉，，继继20142014
年大林镇被命名年大林镇被命名
为 省 级 卫 生 镇为 省 级 卫 生 镇
（（街道街道））后后，，为进为进
一步巩固创卫成一步巩固创卫成
果果，，大林同年决大林同年决
定向定向““国家级卫国家级卫
生镇生镇””这一更高这一更高
目标迈进目标迈进。。在天在天
府新区成都党工府新区成都党工
委管委会的关心委管委会的关心
支持下支持下，，在社会在社会
事 业 局 的 指 导事 业 局 的 指 导
下下，，大林紧紧围大林紧紧围
绕创卫工作各项绕创卫工作各项
指标指标，，经过近两经过近两
年的不懈努力年的不懈努力，，
于于 20162016 年年 11 月月
成功通过评估成功通过评估，，
20172017 年年 77 月被月被
全国爱卫会正式全国爱卫会正式
命 名 为命 名 为 20142014~~
20162016周期周期““国家国家
卫生镇卫生镇”，”，成为新成为新
区首个国家卫生区首个国家卫生
镇镇（（街道街道）。）。

社区书记为居民排忧解难获点赞
华阳街道广华社区书记祝建平被推选为6月新区好人

4747 岁 的 祝岁 的 祝
建平建平，，在华阳街在华阳街
道正东街社区当道正东街社区当
了了 1515 年社区书年社区书
记记，，如今又调到如今又调到
广 华 社 区 任 书广 华 社 区 任 书
记记。。在居民的眼在居民的眼
里里，，他不仅从各他不仅从各
方 面 为 群 众 排方 面 为 群 众 排
忧解难忧解难，，还把社还把社
区打理得井井有区打理得井井有
条条，，带动社区的带动社区的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

小朋友领读英语

大林街道正全力推进“生态山居田园 乡村旅游小镇”建设

美丽的湖畔路西段空间布局疏密有度、结构科学

新区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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