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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服务效率，市
住建局严格按照省政府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一库共享、就近取件”要求，积极承
接省住建厅核准的部分证书打印下放
工作。10月 31日起，对省级核准的建
筑业施工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房地

产开发资质、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鉴定机构资质共 6
类证书的新办、变更、遗失补办等事项，
可由企业在系统平台申报，经省住建厅
网上审批办结后，直接到市住建局驻政
务中心窗口打印。截至目前，市住建局
行政审批科窗口共办理省级核准资质证
书6件，极大地方便了办事企业和群众。

本报讯 今年来，市住建局按照
市委“讲政治、抓落实、求突破、提士
气”的要求，突出重点工作，抓落实，
求突破。

一是全力提速重点项目建设。
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开展“百日攻坚
行动”，以重点区域地段、重要节点
卡口为主攻突破方向，建立问题分
类分层次处置工作机制，实行“一项
目、一领导、一专班”挂联推进。目
前，13 个重点项目按照元旦、春节
两个时间节点形象进度要求完成施
工组织方案优化，制约项目推进的
征地拆迁 7个问题已解决 5个，另外
2个有了具体解决方案。

二 是 积 极 创 建 国 家 园 林 城
市。围绕明年接受住建部考评验
收，制定印发《资阳市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攻坚工作方案》。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带队两次到住建部开
展工作对接，邀请到住建部专家

和全国知名风景园林咨询公司现
场指导。针对 7 大否决项指标存
在的问题研究提出整改建议，近
期创园指挥部将组织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解决。

三 是 切 实 加 强 百 姓 安 居 保
障。综合运用破产重整、企业自
救、引进投资、政策扶持、封闭运
行、综合监管等手段处置毛地拍
卖项目遗留问题和烂尾楼盘，新
解决 450 余户拆迁安置、2100 余户
商品房逾期交房。完成全市政府
性投资安置房建设三年攻坚行动
清理“算账”，制定“欠账”扫尾攻
坚工作方案，对各责任主体工作
推 进 情 况 进 行 每 月 一 督 查 一 通
报。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全市
3510户棚改任务提前完成。

四是着力提升监管服务水平。
组织召开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座
谈会，与县（区）住建部门共商工作

突破举措。落实“放管服”改革要
求，通过“减、并、调”方式优化施工
许可办理。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
治，加强预售资金监管，健全监测预
警体系，防止房价大起大落。正在
研究建设领域管理与执法联动新机
制，探索小区物业管理下沉到属地
的新办法，准备推进一体化信息平
台建设。

五是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深化拓展“百镇建设行动”，全市新
增省级试点镇 11 个，安岳县周礼
镇、乐至县劳动镇入选全省第二批
特色小镇。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全市乡镇污水处理厂 PPP 项
目即将开展社会资本采购、计划年
内开工建设；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
危房改造 3323户、占全年目标任务
95%，整治土坯房 6997户、占省下达
年度目标 78%；正在制定全市厕所
革命行动方案。

本报讯 近日，市住建局组织召
开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专题培训
会，邀请河南省风景园林学会秘书
长王领对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进
行专题培训，对各单位在创建国家
园林城市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解
读和剖析。

会上，首先由市住建局有关负责
人对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工作情况、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创园申报资料任务
分工进行了总体介绍。随后，王领具
体讲解了《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解
读》及国家园林城市申报资料编写的
相关要求，对涉及否决项和重点指标

的部门进行了重点指导和答疑。各参
会部门针对否决项和重点指标目前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下步创园
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垃圾处理
和污水处理等否决项的问题。王领还
对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进行了现
场调研和指导。

下一步，市创园办将按照会议指
导，督促各责任部门按照申报资料任
务分工收集上报相关资料，并梳理
创园目前存在的问题，召开指挥部
会议研究解决办法，细化创建攻坚
任务，并督促各责任部门落实，全力
推进各项创建工作。

本报讯 近日，2018年四川省公园
城市建设试点及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
在遂宁召开。根据会议安排，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总园林师余鹏代表我市，
就山体保护和城市生态修复作题为

《绿色发展 生态惠民》的交流发言，受
到省住建厅肯定。

余鹏围绕资阳建设“成渝门户枢
纽、临空新兴城市”目标，对我市市情、

总体规划及保留山体规划情况、山体
公园建设和生态修复的作法，以及公
园城市建设远期规划和构想等方面进
行交流。会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
厅长樊晟等领导对我市山体保护和生
态修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
定，认为我市山体保护和生态修复的
经验做法很有示范性，值得推广，各地
市州可学习和借鉴。

市住建局

突出重点抓落实求突破
我市山体保护和生态修复
成为全省示范

市住建局承接省住建厅
部分资质证书打印下放工作

我市召开国家园林城市
创建工作专题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11 月 13 日
11 时 30 许，记者接到报料，称在雁城
有一小女孩乘坐 3路公交车和家人走
失，热心的公交车司机颜文友将其带
至公交公司总站。随后记者赶到现场
进行了解。

“你记得家里电话吗？”“小朋友，
我给你泡方便面哈。”中午 12时，记者
在资阳公交公司总站调度室看到，在
公交公司工作人员的照顾下，小女孩
情绪稳定。工作人员询问小女孩家人
联系方式，但小女孩只是在纸上密密
麻麻地写了一整页凌乱的数字。问到
其他信息时，小女孩的回答也非常含
糊。通过工作人员仔细、耐心的询问，
最终只了解到其今年 10岁、身上有钥
匙、但不知道家在哪里等零碎的信息。

据颜文友回忆，上午 10 时 50 左
右，小女孩提着两口袋零食在市第一
人民医院新区医院站上车，一直坐到

终点站才下车。期间有乘客问她要去
哪个站，但她说话含糊无法表达清
楚。由于担心小女孩的安全，热心的
颜文友追上了小女孩。“她衣服干净，
应该是和家人走失了。”颜文友说。随
后，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报了警，中午
12时 10分，民警将小女孩带至高新区
公安分区。

“小女孩的家人找到了，小女孩现
在市福利院救助站，她的母亲已去接
她。”下午3点30许，民警告诉记者，雁江
区雁江镇进士村村主任于当日下午2点
50许在网上看到小女孩走失的新闻，认
出了小女孩。小女孩母亲通过新闻图
片初步确认后前往救助站接人。

村主任告诉记者，小女孩家住黄
龙片区，且小女孩有一定程度的智力
障碍。事发当天，小女孩的母亲外出，
她便悄悄跑上街，才导致了走失事件
发生。

雁城东福小区近百辆车胎被扎
嫌疑人已落网

小女孩乘车走失
公交司机热心帮助

11 月 12 日一早，家住
资阳城东新区东福小
区四期的住户们发现，

自己停在小区3号门外路边上
的汽车轮胎被刀片扎爆了，大家
怀疑是开发商所为，并立即报
警，市公安局雁江分局第一时
间介入调查。13日，雁江警方发
布警情通报，据统计，共有 97
辆车车胎被扎坏，目前嫌疑人
已落网。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一位车胎被扎的业主告诉
记者，大家把车子停在小区外的
路边上实属“无奈之举”。由于
开发商的车位只卖不租，车位价
格在 7万到 14万元不等，很多业
主无力承受，只能将车子停在小
区外的路边上。

该业主说，虽然大家把车子
停在了小区外，但是开发商还是
来劝说大家购买车位，并且添置
了一些阻挡停车的隔离筒。“一夜
之间，大家的车胎都遭了。”业主
怀疑那么多的车胎被扎，是开发
商为了逼大家买车位耍的手段。

记者随后采访了小区开发商资阳鑫源
公司。对于业主们的怀疑，公司经理张光建
告诉记者，他早上一上班就听到这个消息，
大家都觉得很意外。

张光建告诉记者，为了解决小区的停车
难问题，两个星期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
到该小区，与开发商、业主代表一起，对小区
车位的使用达成了共同意见，同意将现有可

使用车位的 10%拿出来用于出租。“我们开发
商完全没必要去搞那些过场，做出这种事情
是很愚蠢的。”张光建说。

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
一段监控视频。监控视频显示，12 日凌晨 3
点左右，一名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出现
在该小区外，该男子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就
用手中的工具扎爆了一个车胎。

小区停车矛盾突出
怀疑是开发商所为业主

不会干这种蠢事
将拿10%车位出租开发商

嫌疑人被抓获
案件在侦办中警方

改造后的沱一桥匝道转盘。

人行道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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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市民报警后，雁江公安立即进行调
查。13 日上午，雁江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
嫌疑人已经被抓获。通报称，11 月 12 日凌
晨，停放在雁江区滨江大道二段西二巷（东
福小区四期外）的 97部小型汽车车胎被不同
程度损坏。接到报警后，市、区两级公安机
关迅速开展侦查。经过 23小时的连续作战，

成功抓获嫌疑人杨某，其对破坏车胎的行为
供认不讳。

13 日下午，记者了解到，另一名涉案人
员也已被抓获。该嫌疑人当晚在小区内未
找到停车位，为了泄愤，就干出了扎车胎这
样的事。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日前的一个晚上，一群充满活力的青年男女在资阳万达广场上跳起动感
十足的健身广场舞，围观市民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纷纷加入其中，和舞
者们一起嗨起来。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