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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环境变好后，居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都得到了增强。大家都
非常满意我们现在的管理模式，觉
得我们小区获得了新生。”张志勇告
诉记者，“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的
管理模式，核心内容是实现共建、共
治、共享。

去年下半年，小区被纳入老旧
小 区 改 造 项 目 。 由 于 小 区 内 有
1500 平方米违建，且居民栽种的辣
椒、西红柿等蔬菜即将成熟，拆违
难度很大。

为了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小区
党支部多次召开党员大会，并一对一
做工作，动员党员率先配合拆违行
动。在办事处、社区及小区业委会的
共同协助下，仅 3天就完成了铲菜、1

周便完成拆违，使得改造项目顺利进
行。

改造后的小区 ，停车场宽敞规
范、小区道路干净敞亮，还有专门的
健身区、非机动车停车库、“晾晒区”，
安装了车辆识别系统和 4个监控，改
造了小区党支部会议室和居民活动
室，让居民住得舒心、住得放心。

小区基础设施建好了，为了调动
居民全方位参与小区管理和治理，实
现共建、共治、共享，小区以楼栋和单
元为单位，分别设立了2名楼栋长和8
名单元小组长，并在每个单元推选 2
名居民代表，参与小区日常巡视和安
全排查。门卫和保洁员也是从居民
当中推选出来的，以半公益的方式开
展工作。

“我以前天天打麻将，现在每天
和大家在小区内巡视，看到有飞线充
电、乱扔垃圾、梯步堆放杂物等都要
制止。”楼栋长贺桂英说，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小区各类乱象少了，邻居
间的关系也更加和谐，自己参与小区
管理很有意义。

此外，小区多次发动居民参加义
务大扫除，上到 8旬老人，下到 8岁孩
童，都主动拿起扫帚积极参与。83岁
的热心居民汪正学说，虽然自己年纪
大了，但只要还能动弹，就会为小区
贡献一点力量。

小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居民
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居民朱一仙告
诉记者，现在的小区环境干净舒适，
让住户感觉心情愉悦。

凯旋国际小区外
公厕脏乱差、不开放

居民盼整治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近日，市民黄先生打进本报新闻热线
26656119爆料，雁城凯旋国际小区门口的公厕不开放，并且又脏
又臭，盼望能尽快整治并对外开放。

1月9日，记者来到凯旋国际小区外，看到位于凯旋颐景公园
门口的公厕大门紧闭，四周有不少粪便，散发出阵阵恶臭。此外，
公厕旁边的休闲广场也是垃圾遍地。

“这个厕所简直整得糟糕！”附近居民怨声载道。“一直没开，
又脏得很。”居民黄女士告诉记者，虽然此处是个公园，但因为环
境脏乱差，平时很少有人去游玩。大家表示，希望能尽快整治好
此处的环境卫生，早日对外开放公厕，方便居民的同时还群众一
个干净舒适的公共休闲空间。

“公园是按照土地转让条例规划配置的，2019年完工并在11
月下旬通过验收，现在正在等相关部门协调移交事宜，移交给政
府后才能通上市政设施的水电，并正式投用。”凯旋国际项目部负
责人唐章彬如是告诉记者。

公园及公厕究竟应该谁接手？“现在高新区新的区域划分还
没出来，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市住建局城建科相关负责人回
应，已经跟社区以及凯旋国际小区作了解释。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茶花苑小区配套的地下车库迟迟不
启用，地面停车位又太少，业主们只好把车停放在小区消防救援
通道上，造成消防救援通道严重堵塞。”近日，网友“Mr.土豆”在资
阳网“我有话对市委书记市长说”栏目反映，小区地下车库不启
用，业主停车难，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问题，以保障小区公共秩
序和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到群众反映后，记者来到雁城茶花苑小区，看到地下车库
有三个出入口，但均被安全防护门挡住，而小区的消防通道上则
停放着不少车辆。

据了解，茶花苑返迁安置房是市属工程，从去年 5月开始进
行返迁安置接房。目前，大部分业主已接房，正值装修装饰和返
迁入住的高峰期。由于小区配套的地下车库迟迟不启用，小区地
面停车位已经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小区内车辆拥堵的情况时有发
生，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一到晚上小区过道上都停满了车，过路都不好过。”“春节马
上到了，地下停车库不用起的话，车子肯定堵在小区里，万一发生
突发事件，消防救援车辆都进不来，给小区内公共安全带来了严
重隐患。”小区居民纷纷抱怨。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市国资委，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茶
花苑1区地下停车库项目由市财政局出资，雁江区雁兴公司负责
项目推进。由于项目还未审计，无法确定资产，故暂未启用。目
前，市财政局、市国资委正在积极推进此项工作，计划先由市属国
有企业代管，尽快将地下车库用起来，待审计完成后再将资产移
交市属国有企业。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你这个电线就从这边牵过去，安好
了后要注意安全用电，有啥问题也可以
联系我们，我们都会及时来帮你解决。”1
月10日上午，雁江区伍隍镇盐井村12组
村民陈来辉、彭长清夫妇迎来一批“特殊
的客人”：几位来自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的

“红细胞”志愿者上门来走访服务。
据悉，2009年，陈来辉患上了心脏

病，为了治病，夫妻俩借了钱，还在银行
贷款几万元，生活十分困难。而陈来辉
手术后，不能承担高强度的工作，彭长
清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只好放弃在外

务工，选择返乡创业。
刚开始几年，夫妻俩经营卖菜生

意，但利润很低，行情不好时甚至有可
能亏本，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两年
前，参考了雁江电力公司驻村工作队员
王玲的意见后，彭长清又萌生了养猪的
想法。想法有了，却没有技术。为了更
好地帮助彭长清一家，王玲为她请来了
专业技术人员教授养殖技术，让她家的
生猪养殖搞得越来越好。

到了 2019年，生猪市场行情好，彭
长清想要修建一个小型养猪场，扩大养
殖规模。王玲又开始四处奔波，前前后
后花了近 10 天时间，帮彭长清办理营

业执照、申请建场贷款等。
“现在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多亏

了驻村工作人员的帮助，预计到今年下
半年，我们养猪的数量能达到近 100
头，如果猪肉行情还是这么好的话，纯
利润大概能达到20万。”对于王玲的帮
助，彭长清心里十分感激。

“为了方便用户少跑路，我们今天来
为彭长清现场办公，帮她办理农业生产
用电业务。”王玲告诉记者，电力公司工
作人员为彭长清提供了上门服务，7天时
间之内，将会为她办理好用户卡，让她家
实现生活生产用电分开。今后，彭长清
家能节省约30%的电费。

创新“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管理模式
宏化小区环境改善邻里和谐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1月 13 日，记者从
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为减少空气污染，改善环
境质量，保障春节期间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
全，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我市中心城区城
市建成区和特定不允许燃放区域内，将继续
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据了解，我市中心城区城市建成区范围
包括“三镇四处”，即：雁江区雁江镇、松涛镇、
宝台镇的城市建成区以及狮子山街道办、莲
花街道办、三贤祠街道办、资溪街道办辖区。

特定不允许燃放的区域包括文物保护单
位、车站等交通枢纽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内、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输变电设
施安全保护区内以及医院、幼儿园、学校、敬
老院和山岭等重点防火单位。

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科工
作人员介绍，过去几年，每到新春佳节，资阳中
心城区会设置30多个临时摊点售卖烟花爆竹，
但今年的情况将有所变化。“安监部门不再核
发烟花爆竹临时销售许可，从源头上杜绝燃放
烟花爆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我们已
经联合各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对城区烟花
爆竹的售卖情况进行了检查，目前尚未发现违
规销售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市民发现
城区有违规销售烟花爆竹的情况，可以立即举
报，一经查实，举报人员将获得奖励，违规销售
人员将按非法经营进行处理。“对违规燃放的
单位和个人，一经发现将立即制止，收缴烟花
爆竹，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由公
安机关从严查处。”

用心用情帮扶电力点亮致富梦

□ 本报记者 刘梦娜

在雁江区莲花街道办
雁北社区宏化小区内，汽车
在干净而宽敞的停车区内
有序停放，一排排崭新的路
灯屹立路边，喜庆的灯笼烘
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新安
装的 4 处监控实现小区全
覆盖，改造后的门卫室焕然
一新，居民脸上更是洋溢着
喜悦又幸福的笑容……可
是谁能想到，就在去年6月
以前，这个小区还是一个满
地违建、到处开荒种菜，一
到夏天就臭气熏人的“脏乱
差”小区。

宏化小区系原资阳市磷肥厂家属区，共有
112户居民。因企业破产，居民大多收入不高，
小区一直没有引进物业，而是采取居民自治的
方式成立业委会进行粗放式管理。

2019 年 8 月，为助力城市“双创”行动，进
一步深化基层社会治理，莲花街道办、雁北社
区积极探索打造党建引领新模式，在宏化小区
试点成立了小区党支部。通过摸排，从小区内
常住的党员中推选出热心公益事业、思想素质
高的同志为小区党支部书记，在宏化小区创新
实行“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的模式。

小区党支部书记张志勇称，小区党支部主
要承担引领、监督和协调作用，督促业委会执
行日常管理，共同对小区环境、秩序进行管理
和维护。

由于没有物业，业委会便充当着物业的角
色。除了每月核算、代收居民水电费外，还会
收取每月 0.3元/平方米的物业费。小区停车
费和两处门市的租金会直接用于小区公共设
施设备的维护和维修，并由小区党支部进行监
督，定期对所有账目明细进行公示，全程公开
透明。

“目前，这个管理模式效果非常好，进一步
体现了小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也深化了
社区的党建工作。”莲花街道办组织委员何艳
表示，小区党支部由小区党员组成，对居民的
思想引领、宣传发动及政策引导有示范带动作
用，有利于小区各项工作的推进。如今，该模
式正在辖区内多个无物业的小区推行。

我市中心城区继续
全面禁燃烟花爆竹

安监部门不再核发
烟花爆竹临时销售许可

商品琳琅满目

9日上午，记者在刘家湾市场看到，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
绝。走进水果区，草莓、沙糖桔、苹果、香蕉、桂圆......各种新鲜水
果摆放在摊位上，不少市民正忙着选购。

市民袁女士正在购买沙糖桔，她告诉记者，家人都喜欢吃水
果，每次来市场她都要买点水果回去，这里水果品种多，又新鲜。

鲜肉销售区里，分割好的猪肉、牛肉整整齐齐地挂成一排，等
待市民选购。香肠加工摊位上，切割猪肉、调配香肠调料、操控绞
肉机......在老板快速而有序的操作下，一节节香肠被灌装成型。

“今年我们家里都灌了几千块钱的香肠。”正在灌香肠的市民
刘银仙如是说。

随后，记者来到天王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一家水果批发店里，
客人正在把选购的水果一箱箱搬上车。老板韩明告诉记者，他们
家的水果有10多个品种，都是从各大水果产地直接运来，货源充
足。“马上要过年了，最近生意还不错，今年春节我们不打烊，欢迎
市民来选购。”

价格稳定波动小

当天上午 10时左右，在天王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内从事蔬菜
批发的张勇正在忙着整理摊位。“今年蔬菜的价格基本保持了
稳定。”张勇说，他家基本上都从周边农家和商户进货，今年货源
充足，只有少数外地蔬菜价格会有波动，本地菜涨幅不大。

在蓝海长城超市内，记者看到各类年货琳琅满目。五颜六色
的糖果、包装精致的坚果、品牌繁多的水饺和汤圆都摆满了货架，
不少市民已经在选购年货。

“目前我们库房货量储备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广大市民春节
的需求。”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超市活动很多，商品价格
不贵，前来选购年货的市民也很多。

组织货源有备无患

据悉，春节将至，为确保全市年货物资供应充足，我市发改、
商务、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积极组织和引导大型商场、超
市、商贸流通企业备足货源，重点保证粮、油、肉、蛋、菜、奶等主要
生活必需品的库存，稳固商品采购供应链条。

“目前，市场上的货物价格基本保持稳定，也能够保证春节期
间货品供应充足。”市商务局副局长吴先锋说，将在节日期间密切
关注市场供应和物价走势情况，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春节。

共建共治共享“三把火”
淬出更优环境聚民心

春节前夕
雁城各大市场货源足价格稳

茶花苑小区地下车库未启用
业主停车难

相关部门回应：项目尚未审计，将尽快予以解决

创新管理模式
把党支部建在小区里

小区门口安装了车辆识别系统。

←电力工人为彭长清夫妇的猪
场安装电线。 本报记者秦建华 摄

↑电力工人上门检修电线。

□ 本报记者 黄智微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办年货。对于市民来说，最
关心的是节日期间各大市场、超市的“菜篮子”“米袋子”“肉
架子”货源是否充足，价格是涨是跌。1月9日，记者走访雁城
部分农贸市场、超市发现，各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