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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跃动全域共建向着全国文明城市笃定前行
——乐山市市中区开启“双创”模式探索城市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

村民心里的“老黄牛”
——记成都市高新区三岔镇石河堰村原村主任苏林

本报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尚维

湖北深入开展出境旅游宣讲增强游客安全文明意识

四川所有地区
年内开通电子社保卡

本报讯（记者 赵青）7月 8日，记

者从四川省人社厅召开的全省社保

卡发行应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9 年该省所有地区将开通电子社

保卡。

电子社保卡是社保卡的线上形

态，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唯一映

射、状态相同、功能相通，在线上渠

道可以实现参保信息查询、个人账

户查询、待遇认证、扫码购药和就医

线上支付等应用。目前，成都、自贡、

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广元、遂

宁、内江、南充、眉山、宜宾、达州、雅

安、巴中、资阳、阿坝、甘孜 18 个市

（州）已正式开通电子社保卡签发应

用，全省电子社保卡申领人数已近

百万。同时，部分地区已将社保卡应

用拓展到公积金领取、在职人员工

资领取、图书借阅、医院挂号、大病

医疗保险报销和医疗救助一站式结

算等领域，进一步提高了公共服务

水平。

截至 6 月底，四川省社保卡持卡

人数 8309万人，其中，农民工社保卡

持卡人数 2257 万人，通过社保卡“一

卡通”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508万

人次，受益群众达224万人。

一座城市的繁荣发展，离不开

敢于突破自我的勇气，离不开善于

凝聚共识的意识，离不开在攻坚克

难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魄力，更离

不开文明底气的强劲支撑。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作为乐山

市的主城区，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和国家卫生城市的过程中，充分发

挥主城区的优势，不断强化主城区

的责任担当，最大化激发一切活力

因子，以积极健康向上的精气神，全

力寻找共建共享的全域文明创建之

路，使城市更宜居，百姓更幸福。

共驻共建 探寻治理新路径

走在乐山市市中区的大街小

巷，细心的人会发现，在一些主要街

道都有街（路）长制公示牌，分别由

市、区党政机关、企业单位负责人担

任“街（路）长”，负责牵头组织开展

责任区内的环境卫生容貌秩序整

治、城市文明宣传和不文明行为劝

导。在每张公示牌上，都清晰地标注

着街道名称、街（路）长的姓名、工作

职责和管理目标。

为了聚焦聚力人居环境整治，形

成户户都有“责任田”的好局面，市中

区还在辖区内的每个社区设立“网格

员”，在每栋楼房都挂有“门前三包”

责任牌，对相应的责任人的工作职责

以及责任区域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了解到，在

市中区所有社区的宣传栏里，都设

有卫生评比红黑榜，居民如果管理

不好“责任田”，就会在小区内的宣

传栏里“榜上有名”，并在群众的“监

督”下进行改善。为了有效提升“三

无”小区自治能力，市中区还指导

715 个“三无”小区成立业主自治委

员会，实现小区共管共建，其中，陕

西街老街区、大田社区南馨苑、里仁

街 9号、60号等 34处开放式小区治

理成效显著。

不仅在城区，市中区还注重农村

人居环境的改善。今年年初，市中区

出台了《乐山市市中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村庄清洁行动工作方案》，试行

《乐山市市中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考核激励办法》，结合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围绕“四清三改两提升”等工

作内容，聚焦农村在垃圾、污水、厕所

粪污、村容村貌等环境方面存在的薄

弱问题，采取日常暗访和综合考核的

方式，对全区各乡镇和196个行政村

进行考核，结合考核结果半年评一次

“红黑榜”，且将各村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情况纳入村干部绩效考核；对

“红榜”行政村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

奖励，形成“共建共享、齐抓共管、创

先争优”的良好局面。

志愿服务 汇聚文明新风尚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是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

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乐山市市中区，

志愿者们活跃在各类公益活动中，

行走在扶弱帮困的路上，以小聚多、

积沙成塔，汇聚成爱的洪流，温暖感

染着需要帮助的人，诠释着新时代

的雷锋精神。

“幸福 e站”“嘉州小海棠信箱”

“关爱福娃 心手相牵——市儿童福

利院特教服务”……拥有800余名注

册志愿者、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长

3840000小时、致力于关爱和服务广

大青少年群体的乐山市市中区嘉青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依托高水平的专

业师资队伍、全公益同步辅导和亲情

陪伴教育，给予青少年帮扶、亲情陪

伴、课业辅导、心理辅导、兴趣培养、

城市融入、爱心捐助等项目活动，让

6万余名农民工子女直接受益。

乐山市市中区同心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是仅注册成立两年的一个“年

轻”的志愿服务组织，虽然时间不长，

但已经拥有了320余名志愿者，并承

接了壹乐园龙泓路社区儿童服务站、

壹基金冬季儿童温暖包、青空间等多

个项目，其中中心承接执行的壹基金

“壹乐园社区儿童服务站”于2018年

获评壹基金全国600余家中“十佳社

区儿童服务站”。

在茶坊社区，被评为“乐山市抗

震救灾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四川

省十佳志愿服务组织的嘉州 518 志

愿服务中心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新时代雷锋精神。多年来，该中心的

志愿者走进街道社区，为困难群众送

去温暖和希望。记者了解到，该中心

目前已开通5185180志愿服务专线，

全天候接受居民来电咨询和接件，并

联合辖区爱心企业，每月到小区楼院

为居民开展义务理发服务，对身体不

便、家庭困难的人员，进行免费上门

服务。每月10日，来自公安、消防、大

学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志愿者，还会

联合开展科普安全志愿服务活动，宣

传普及用电用气安全常识、火灾预防

与求生技能、地震知识等。

今年3月，为积极助力乐山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市

中区成立了一批“双创”志愿服务

队，在市中区的新广场、绿心公园、

客运中心站等设立旅游志愿服务站

点，为游客和市民宣传“双创”知识，

现场提供秩序维护、旅游服务、重点

帮扶、便民利民、应急救助等志愿服

务；成立“红袖标”志愿巡查队伍，

8000 余人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环

境秩序进行全天候全覆盖巡查，宣

传“双创”知识、整治环境卫生、劝导

不文明行为、收集反馈问题信息。

惠民工程 丰富群众新生活

“一馆一站”免费开放、“城市十

分钟文化圈”、农村“半小时文化

圈”、文化扶贫”、“文化走基层”……

在乐山市市中区，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越来越丰富，这得益于文化惠

民工程的稳步推进。

近年来，市中区深入开展乐山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

创建，深入实施“一馆一站”免费开

放民生工程，区文化馆、23个乡镇综

合文化站和 7 个街道文化活动中

心、196 个村和 58 个社区文化活动

室免费开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明显提升，推进了“城市十分钟文

化圈”、农村“半小时文化圈”的形

成；以“订单式”和“菜单式”文化志

愿服务为抓手，深入开展“我们的节

日”“文化扶贫”“文化走基层”等文

化活动；以繁荣文艺创作为重点，不

断推动文艺创新，组织创作和征集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 雄 的 文 艺 精 品 力 作 1000 余 个

（幅、篇、件），极大提高了群众文化

活动参与度和文化获得感。

文化惠民只是乐山市市中区开

展惠民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

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市中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已有 12.6 万余

人。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安享晚年，

市中区开启了“老年日间照料”这一

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这是市

中区近年来重点打造的又一项惠民

工程。在照料中心，餐厅、休息室、活

动室、阅览室等设施一应俱全，社区

的老年人可以在白天入托接受照顾

和参与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

活，极大地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

在文明创建的道路上，市中区

始终没有停歇脚步。尤其是开启“双

创”模式以来，全区活力跃动，齐心

协力促进城市向前发展。如今，居民

小区以前纵横交错的电线“蜘蛛网”

被梳理成一条直线；曾经斑驳的老

旧院落墙壁，因被绘上了美观的图

案和富有诗意的文字而显得格外

“小清新”；而市民脸上洋溢着的甜

美笑容更是印证了这座城市的和谐

宜居指数。

从文明一个人到文明一个群体，

从文明一条街到文明一个区，从文明

一个村到文明一座城，乐山市市中区

踏着“双创”的强劲鼓点，全域共建，

向着全国文明城市笃定前行。

人物名片：苏林，1953 年出生于

四川省成都市三岔镇石河堰村，共

产党员，连续两届被推选为简阳市

人大代表。1999 年，时为村电工的苏

林被推选为村主任。他不忘初心，积

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带领全村人修路致富奔小康。

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破旧小

村庄，逐渐变成了今天的美丽宜居

村。苏林这位新时代的“孺子牛”，在

村民的心里有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形

容，那就是“老黄牛”。

7 月 2 日，记者走进石河堰村，

只见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直达村中

各户的门前，水泥路两旁的血橙树

上挂满了果实。在与村里一幢幢漂

亮洋房格格不入的土坯房前，记者

寻到了石河堰村原村主任苏林，听

到声音，正在查看院前脐橙挂果情

况的苏林回过头，黝黑的脸上随即

露出腼腆而温暖的笑容。

修路又治水
要回应村民们最迫切的期望

1999年 1月4号，这个日子苏林

记得很清楚，这是他上任村主任的

第一天。苏林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勘察村里唯一的“出路”。这么着

急的原因，是因为苏林是最了解村

民迫切需求的人。“当村主任之前我

是村里的电工，收电费修电灯，每家

每户我都要跑，我知道他们想要什

么，最想要改变什么。”苏林回忆道。

20年前的石河堰村，是附近出了名

的穷山沟，村里出行只有一条主干

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对

当时出行状况最为贴切的形容。出

行难，成为那个时候制约全村发展

的“穷根”。

村民急，苏林更急。为了修好这

条路，苏林绞尽脑汁。因为缺少资

金，铺路基的片石是苏林自己带领

着村民打的，铺路面的碎石子是苏

林去附近的砖厂协调收集回来的报

废材料。就是这条碎石路，极大地改

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

在石河堰村，和出行一样备受

村民关切的问题，还有治水。石河堰

村的引水渠途经武庙乡，由于年久

失修，水渠到处漏水，石河堰村引水

时，武庙乡水渠沿线的农田就会被

淹。遇到这种情况，武庙乡会进行断

水，这让两地之间摩擦不断。想要彻

底解决问题，只能装U形槽，但修渠

所需的资金让刚上任的苏林犯了

愁。苏林一边带领村民修公路，一边

寻找着身边一切可以寻求帮助的资

源，积极奔走，最终申请下来2万元

作为维修资金。

“在村民的心里，能好好种田、出

行方便是他们最朴实的愿望。他们的

期望是压力，同时也是动力。”苏林

带领着村民们，切切实实地实现了

石河堰村基础设施的不断优化。

致富领路人
田里饱肚子，地里找票子

同样是 1999 年，四川省成为国

家实行退耕还林的试点省份之一，

对于惜土如金的村民来说，要说服

他们同意退耕，难如登天。彼时，石

河堰村是附近出了名的穷山沟，除

了基础设施的制约，在苏林看来，以

传统农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也是一

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调整产业

结构是关键。

自家栽种的血橙树给了苏林启

发，卖血橙的收入不仅供儿子读完

了大学，还能负担起妻子的医药费，

苏林心想：“果树也是树，退耕还林

提倡适地适树，这也许是带领村民

致富的好机会。”

于是，在组织村社代表去金堂

看脐橙、去资中参观学习后，苏林给

村民开起了动员会。大家担心不种

粮食会饿肚子，苏林就拿自家举例，

用参观的所见所闻来给老百姓算

账。“田里饱肚子，地里找票子”，是

苏林向大家承诺的两全之法。

2001 年，石河堰村开始发展血

橙种植，如今，全村种植面积约达70

公顷，种植品种也越来越丰富，意大

利血橙、蜜桔、椪柑随处可见。从人

均收入不足 500元到人均收入过万

元，苏林用热心和汗水带领村民走

上了致富之路。

大小两个家
要担更多的责任

苏林的房屋周围种满了各种果

树，屋前的核桃还有两个月就要成

熟了，苏林打算给儿子留一些，剩下

的给妻子补身体。

苏林的妻子应菊芳在不到30岁

时便被诊断为硬皮病，后因病情恶化，

引发多器官功能下降，于 2010年和

2014年实施了左右腿截肢手术。2014

年，正值成都二绕征地拆迁工作的关

键期，作为村里的大家长，在医院和村

里来回奔波成了苏林的常态。“虽然妻

子总是劝我安心工作，但我知道她其

实最希望我能陪在她身边。照顾好她

是我的责任，但我却没有做到最好。”

回忆起这段往事，苏林一脸愧疚。

妻子出院后，苏林一边忙工作，

一边照顾妻子的饮食起居。无法回家

做饭的时候，他便在妻子伸手能够拿

到的地方倒好水放好干粮，一忙完工

作，他便匆匆赶回家给妻子做饭。

“40 多年了，他从没有怨言，一

直细心地照顾着我，这辈子嫁给他，

我不后悔。”妻子应菊芳擦了擦眼

角，动情地说。

在妻子应菊芳的心里，苏林是

小家庭的好丈夫；在全村百姓的心

里，苏林是大家庭的致富领路人。从

电工到村主任，一样的是要奔走于

每家每户，不一样的，是要为百姓做

更多的事情。一双又一双穿烂了的

布鞋见证了苏林的辛苦付出，看着

院前的脐橙，苏林对记者说：“我已

经离任两年了，但我仍愿意继续做

村民们的‘老黄牛’。”

苏林在为妻子按摩腿

苏林脚上的布鞋

本报讯（邓伟 吴丽娟 鲍巍月）
7 月 5 日，湖北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的出境大厅里排起了长队。30多名

志愿者穿梭在人群中，发放资料，

宣 传 境 外 安 全 知 识 和 文 明 旅 游

理念。

这场“安全出行、文明旅游、领

保护航”现场宣介活动，是 2019 年

“湖北省安全文明出境游宣传月”

系列主题活动之一。“在出国之前

需要做什么准备？如何获取全面、

准确、详细的境外安全信息，提高

自我防范能力？在国外遇到紧急情

况 怎 样 请 求 领 事 保 护 与 协

助？”……活动现场的展板将出国

前应做好的 11 项准备和出国后应

注意的 9大问题逐一罗列，为旅客

提供指南。旅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12308 小程序、领事直通车，或登

陆 中 国 领 事 服 务 网 ，随 时 寻 求

帮助。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

门，海外领事安全保障工作越来越

受重视。去年，湖北省委外办领事

处协调处理了 60 余起境外涉湖北

公民领事保护事件。省委外办领事

处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提倡，要加

强公民的安全意识，文明出游，遇

事冷静，不采取过激行为，可以减

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要把安全

和文明一起带出国门。”

据悉，此次宣传月主题活动还

将继续深入开展，力争全面覆盖行

业协会、旅游、教育等领域的重点

人群，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海外安全

意识，倡导文明出游。

街景一角街景一角 民俗文化表演民俗文化表演

志愿者帮扶老人过马路志愿者帮扶老人过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