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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当优秀市民
再当自强模范

在华阳富民路一段有一家
蒋师盲人按摩院，双目失明的
蒋财国将这里经营得有声有
色。在刚刚结束的“天府好人暨
华阳街道第二届优秀市民”的
活动中，蒋财国才获得了“华阳
优秀市民”的称号；如今，他又
因为自强不息，再次获得成都
市“自强模范”称号。

蒋师按摩院如今有两间
铺面，18个按摩床位，14名专
业技师，初具规模。可是说到
蒋师傅走过的路，有着很多人
都想象不到的艰辛。1966年6
月，蒋财国出生于简阳市一个
农村家庭。1997年的冬天，从
事焊工的蒋财国突然觉得双
眼巨痛，眼泪流个不停，持续
一个星期后，视力迅速下降，
不到半年时间，他的双眼便完

全失明，只能带着父亲和女儿
开始乞讨生涯。简阳市残联在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立刻行
动展开扶持，从多方筹到了
3000元钱，把蒋财国送去学习
推拿按摩技术。随后蒋财国先
后在绵竹和成都市紫荆小区、
百花潭等各处打工。在同学朋
友的帮助下，他终于在华阳的
富民路一段开起了属于自己
的按摩店。

蒋财国自己走过苦日子，
如今更多地是想着自己按摩院
的发展，想着为社会多做一点
自己贡献。他的按摩院有14名
按摩技师，有8名按摩师傅是完
全失明的一级盲人，还有1名二
级弱视盲人。他曾经带过5名残
疾人徒弟，手把手地将自己的
全部技能传授给徒弟们，这5名
徒弟学成后在各地开了按摩
院，其中一名徒弟更是开了5家
分店。

心系残疾人
他们脚踏实地帮扶助残

成都天投集团自成立以
来，就高度重视残疾人帮扶事
业，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利用宣
传栏、集团官网等渠道进行政
策宣传，在集团上下倡导“奉
献、有爱、互助、进步”的助残思
想，发扬“理解、尊重、关心、帮
助”的助残精神，推进“尊重残
疾人、关心残疾人、帮助残疾
人”的良好风气。为支持残疾人
事业发展，成都天投集团按时
按比例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600863.15元。积极开展各类助
残帮困活动，开展精准扶贫，对
口帮扶煎茶街道8个相对贫困
组，通过多次会面协商和现场
勘查，选定3个帮扶项目并捐助
资金80万元，同时提供60余个
工作岗位，为相对贫困户解决
就业问题，全力支持帮扶村组

脱贫脱困。成都天投集团还多
次组织集体捐款，为新区残疾
人、贫困户募捐10余万元，天投
集团也因此获得助残先进企业
称号。

华阳街道几年来帮助285
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资
助1300人次参加城乡基本医
疗及大病互助补充保险；连
续 4 年 资 助 85 名 重 度 残 疾 人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低
保救助残疾人累计920人次；
帮 扶 残 疾 人 4500 人 次 ，发 放
各 类 救 助 资 金 600 余 万 元 ；
2016 年 街 道 办 事 处 出 台 了

“润苗工程”“自强助学金”文
件，资助了120余名残疾学生
和重度残疾人子女。华阳街
道还深入“量体裁衣”服务，
制定“一人一策”发展方案和
帮扶方案，残疾人需求落实
率达100%。华阳街道因此获
得助残先进单位称号。

获得成都市助残社会组织
称号的天府新区金桥技能培
训 中 心 ，从 2014 年 至 今 多 次
组织就业意识引导活动，有
494名残疾人积极参与，取得
良好的社会反响；组织6个就
业技能培训班，培训310名残
疾人，就业81名，在减轻残疾
人家庭负担的同时也大大增
强了他们自力更生的信心；
组织1个创业培训班，培训24
名残疾人，其中3人创业，不
仅实现了他们的自我价值还
带动了其他人就业。

除了这些爱心企业，新区
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发展局工
作人员朱莉英、华阳街道专职
干事林淼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天府新区益多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董事长于涛获得助残社会组
织先进个人称号。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摄影 王天志

修道路 开公交
交通出行更方便

从3条公交线路增至6条公
交线路、在新兴场镇范围内开
设摆渡车、先后改建了莲花街、
新中路等5条场镇主干道……

2017年以来，新兴街道依
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
态势，把交通路网建设与经济
发展相结合，全方位谋划街道、
村（社区）道路规划建设，科学
打造互联互通、出行便利的交
通路网。截至2017年8月中旬，
街道从原有的3条公交线路只
能覆盖五个村，增至现有的6条
公交路线，其中，到华阳可以乘
坐T34、T36；到中和方向可以乘

座519；到城东客运站可以乘坐
511；到雅居乐公交站方向可以
乘坐T33。

2017年1月，新兴街道启动
建设新中路改造工程项目，同
年11月建设完成。对跳墩桥、人
民桥进行拆除重建工作，跳墩
桥项目投入资金160万元，于
2016年11月开工建设，2017年3
月建设完成，解决了庙山村群
众出行难问题。人民桥项目投
入资金约250万元，于2017年1月
开工建设，2017年7月建设完
成，解决了孔雀村、油坊村群众
出行难问题。新建莲花街、场镇
等3个公共停车场，与交管办联
合开展整治车辆违法占道经营
行为，整治车辆占用道路经营、

摆摊设点、占道停放等违法行
为。规范停车秩序，对车辆停放
进行劝导，极大改善了新兴街
道交通现状。同时，新兴街道投
入约46万元在新三路沿线新增
78柱路灯，方便居民的夜间出
行，改善治安，提高了夜间交通
的安全系数 。

喝上“放心水”修建新公厕
生活环境大改善

新兴街道还按照城乡供水
一体化思路，通过街道主管部
门的严格监督和群众的积极参
与，配合兴蓉公司于2017年6月
20日率先完成了100520米饮水
管网建设，让1837户居民都喝

上“放心水”。
作为新兴街道2017年为民

办实事重要项目之一，“厕所革
命”正迅速推进。2017年街道
投入49万元新建柏杨小区公厕
1座，投入24万元改建井水苑公
厕1座，投入21万元改建庙山公
厕1座。新建公厕设置专门管理
间，满足后期驻点保洁要求，一
改原有公厕外观老旧、通风采
光效果差、视线屏蔽差的形象，
在外观、设施水平、内部格局、
使用舒适度、服务水平等方面
有了大幅度提升。

新兴街道2017年帮助8户
建档立卡相对贫困户达到脱贫
标准，完成土坯房改造61户，启
动“大联动 微治理”指挥平台、

“小步勤务”管理平台、群防群
治微信平台、“雪亮工程”系统
平台四网合一 ，创新互联网+
社会治理新模式。

为提高群众生活品质，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街道综
合文化站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也引进志愿者服务团队为群众
开展各类文化服务活动。其中，
农家书屋全年开展各类读书活
动55次；公益性电影全年免费
放映80场；开展“文化四季风”
群众文艺汇演4次；走基层文化
巡演2次；非遗展示演出1次；文
化下乡演出5次；大型节假日群
众文化活动8次。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摄影 王天志

天府之声记者日前从新区交警部门获
悉，为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实
现“五个严防”和“三个不发生”的工作目标，
确保新区群众在元旦节期间安全、便捷出
行，新区交警支队以开展“冬季铁拳行动”为
抓手，有效地预防和遏制交通安全隐患，为
广大人民群众假期营造安全、和谐、有序的
道路交通环境。

元旦三天小长假，市民群众出行集中，
交通管理任务繁重，为确保元旦节小长假期
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新区交警结合以往元
旦期间交通违法和事故发生规律，在元旦节
前召开专题会议，提前制定工作方案，强力
推进确保落实到位。

2017年12月29日，新区交警深入辖区中
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成都天然气化工总
厂运输队、华阳客运站等客货运企业及客运
场站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检查企业安全责任
落实情况，要求企业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
对驾驶人的安全教育和车辆的安全检查，严
禁“带病车”上道路行驶，切实从源头消除交
通安全隐患。

节日期间，新区交警每日安排警力，依
托东山大道新建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坚持
点线结合和巡守结合，对通过执法服务站的

“五类”车辆做到逐一检查和登记，加大日间
违法查处力度。同时，适时开展夜间集中清
查，充分发挥夜巡警力灵活机动优势，及时
查纠“七乱”、“五车”、“三驾”等重点交通违
法行为，形成严防严管的管理态势。

根据辖区主干道交通特点和流量变化，
交警部门及时调整勤务部署，压缩二线警
力，向一线倾斜，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勤
务方式，对“三纵一横”、华阳城区重要路段
及隐患路段精确布警，逐人定岗定责，提升
查处的针对性和精准性。同时充分利用电子
监控，加强重点路段的安全监控，严查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

据悉，新区交警还提前协调督促公路养
护单位，备好应急物资，放置到桥梁、陡坡等
易出现雨雾、结冰和拥堵的路段。一旦遇低
温雨雾等恶劣天气时，立即对车辆进行分
流、绕行；加强与高速交警的协作，需要临时
关闭高速公路的，在封路前增派警力对滞留
车辆进行疏导分流，防止出现大面积拥堵和
交通事故的发生。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工作中，新区交
警还主动对接新区渣土办，形成渣土运输齐
抓共管的格局，依托渣土办卡点严查严处渣
土车等工程运输车辆超载、冒载、飘洒遗漏、
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主动联系乡镇

“交管办”和农村派出所，加大对涉农地区道
路的巡逻管控力度。

此外，路面警力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时，严肃执勤执法纪律，民警通过规范的“法
言法语”加强对违法驾驶人开展面对面宣传
教育，严防因执勤执法不规范引发警民冲
突，树立新区公安交警良好形象。

截至1月2日，天府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
队圆满完成了元旦小长假期间的交通安全
保障任务，辖区内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
安全事故。

何若鸿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摄影报道

万安街道党员志愿者
敬老院里献爱心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老朋友
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2017年12月
20日，万安敬老院一片欢声笑语，党员志
愿者和老人们亲切互动，玩起“丢手绢”的
游戏。当天，万安街道组织志愿者到辖区
敬老院开展了“情系敬老院·冬日送温暖”
党员献爱心志愿服务活动。各村（社区）两
委、党员志愿者、社工志愿者等50余人参
与此次活动。

在慰问过程中，志愿者亲切慰问了敬老
院的老人们，与行动不便的老人唠家常，聆
听老人们的心声，并把爱心企业捐赠的48件
棉衣和牛奶送给敬老院的老人们。

第一个挑选到衣服的老人说：“志愿者
们经常到我们这里问寒问暖，今天又给我们
带来衣服，让我这个老太婆第一个选衣服，
这不，我挑了一件棉衣，大小刚合适。”

志愿者们还忙前忙后给老人理发、剪指
甲，打扫卫生。随后，大家和老人们围坐一
起，为老人们表演节目，做起了丢手绢的游
戏……老人们纷纷拍手叫好。

活动最后，老人和志愿者们合影留念，
与志愿者们恋恋不舍地挥手道别，冬日送温
暖让老人们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社会对
他们的关爱。

龚武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成都市通报表扬“十二五”残疾人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残疾人自强模范

新区助残成绩显著 获得多项先进称号
2017年12月22

日，成都市举行第五
次残疾人事业工作会
议，通报表扬了成都
市“十二五”残疾人工
作先进单位、先进个
人和残疾人自强模
范。其中，天府新区华
阳街道获得先进单位
称号；新区基层治理
和社会事业发展局工
作人员朱莉英、华阳
街道专职干事林淼获
得先进个人称号；成
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获得助残先
进企业称号；天府新
区金桥技能培训中心
获助残社会组织称
号；在华阳街道经营
盲人按摩馆的蒋财国
获自强模范称号；天
府新区益多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董事长于涛
获得助残社会组织先
进个人称号。

新兴街道十大民生工程交答卷
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大提升

“现在出门就能坐公
交车，再到地铁站，出行非
常方便，不像原来出门只
能打‘滴滴’。”说起如今公
共交通的便利，在新兴产
业园上班的周德彬非常开
心。自从在2017年8月下
旬，公交T36路开通后，他
能非常方便快捷地到达春
熙路，和朋友逛街吃饭。

2017年以来，新兴街
道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
急、解群众所需，着力推进
交通出行、住房改善、农业
保障、政务服务等十大民
生事项，把便民利民工程
向纵深推进，切实解决了
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诉求
和困难，新兴人民的生活
幸福感得到大幅提升。

打响“冬季铁拳行动”
确保元旦道路交通安全

蒋财国自强不息的同时，还热心帮助其他残疾人士

交警检查客运车辆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人民桥重建工程的完工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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