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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直播+线下展销”

统战牵线
助力本地农产品打开销路

本报讯（记者 刘佳雨）近日，在市委统战部的指导下，“乐 e
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乐至农特产品展销区里，
两位来自乐至县新联会的网络主播正在卖力推销乐至农特产品。

乐至“三宝”（桑城藕粉、蚕丝挂面、帅青花椒油）、外婆坛子
肉、双麻饼等13款乐至优质特产在直播间悉数亮相，产品负责人
轮番上阵介绍。与此同时，乐至县新联会“6.18”创新创业成果展
在直播场地同步举行，现场展示了乐至县新联会理事企业产品及
乐至特产80余种，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询问。

青联众创电商公司运营部负责人表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给农特产品销售增加了难度，而这种网络直播恰好为本地
农特产品打开了销路，能够拉动产品直销、带动农民致富。”

“在成都工作五年，今天通过直播买了好多物美价廉的乐至
特产，能尝到家乡特产的味道了。”在蓉乐至籍网友“乐夏阳光”在
直播微信群如是留言。

据统计，此次“线上直播+线下展销”公益活动共计带动网络
批发及零售一万余单，销售额超百万元。

以“艺”抗疫 凝心聚力
120余幅抗疫作品在市文化馆展出

全国网络媒体、大V赴乐至采风

决战脱贫攻坚喜看小村巨变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6月29日，“互联网+”一站式市民服务
平台“资阳市民云”正式上线。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华彬，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雷明，市政协副主席张光禄出席上线仪式。

据了解，“资阳市民云”是以市民需求为导向，由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牵头，联合多个部门、企业，推出的“互联网+”一
站式市民服务平台，定位为资阳市民服务的总“入口”。

“资阳市民云”聚合了众多部门单位的常用办理事项，整合线
上线下办事服务，为市民提供公积金账户信息、电子社保卡、公共
法律服务、网警举报中心等大部分的政务服务，市民足不出户即
可办事。此外，广大市民还可享受华西医院挂号就医等省级下
沉、成都共享的同城化服务。

截至6月底，“资阳市民云”已集成28个部门、上线90余项资
阳本地服务，10余项成资同城化服务，涵盖文体教育、民生保障、
就业创业、家庭生活、交通旅游、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环境气象
等。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达7万余名，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预
计今年底将集成35个部门（单位）、上线110余项市民服务。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报告调度中心，
903号开关顺利合闸，所有设备运行正常！”6
月 29 日 18 时许，经过各参建单位 2 天 2 夜连
续奋战，资阳文化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及配套
工程全线投运，并入电网运行，标志着 220千
伏输变电新建工程顺利告捷。

资阳文化 220千伏变电站位于安岳县文
化镇隆恩村，是我市境内首座新建投运的220
千伏智能化变电站。项目于2019年7月31日
动工，主要包括新建一座 220千伏变电站、两
条 220千伏线路和两条 110千伏线路，总投资
近1.6亿元。

“宁可让电等发展，不让发展等电。变电
站投用后，至少能满足安岳 5 到 10 年的用电
需求。”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建设部项目经理黄
鼎介绍，在这之前，安岳县域电网多年来只有
220千伏广惠变电站单一电源供电，制约着地
方经济发展。而文化 220千伏变电站的投运
将增加供电能力 36万千伏安，满足安岳电网
负荷增长需要，为当地企业群众提供便捷、稳
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同时，能有效缓解重庆
潼南及遂宁安居的用电压力，优化电网网架
结构。

据悉，资阳文化220千伏变电站作为四川
水电消纳川渝第三通道的配套项目，是川渝
电网的“毛细血管”，投运后将助力四川电能
输出，促进清洁能源充分开发利用，为四川打
造清洁能源示范省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讯（记者 黄建伟）6月29日，资阳
日报社党支部组织帮扶责任人和群众帮
扶责任人代表、机关党支部党员（预备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来到联系帮扶的安
岳县朝阳镇莲花村、毛店村，与村里的党
员干部一起过“党支部助力脱贫攻坚”主
题党日。

“当下的脱贫攻坚形势如何？”“党员
干部应如何发挥作用，确保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的完满完成？”在主题党课中，资阳日
报社负责同志从认清脱贫攻坚形势、把握
联系帮扶重点、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
加强帮扶村的保障支撑等方面，就党员干
部如何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作了深入浅出
地讲解，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对脱贫攻
坚巩固提升、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责任意
识和使命感，也坚定了基层党员干部对脱
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这场党课讲得好，
让我们党员明白了今后如何更好地作
为。”聆听党课后，莲花村村民、党员代表
蒲国康发出感慨。

随后，资阳日报社的帮扶责任人分别
走访慰问了结对帮扶对象，并与他们开展
了以与贫困户共同学习一次扶贫政策、共
同拉一次农家话题、共同商讨一项扶贫措
施、共同吃一顿农家饭菜、共同解决一个
具体问题、共同从事一项农家劳动为内容
的“六个一”活动，鼓励贫困户坚定信心，
勇敢面对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勤劳致
富奔小康。

□ 本报记者 郭菁

社区是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
文明建设折射出城市文明的提升程度，
凝聚起发展新动能。近年来，全市社区
治理不断补短板、强弱项，以党建引领，
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生
活，文明社区建设深入推进。

补齐小区环境短板
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桂花井社区
水巷子居民区，看到住宅楼外立面是新
贴的古朴外墙砖，路边新增的 31盏照明
路灯造型新颖，这“新”与“旧”的元素碰
撞出居民区独特的个性。“以前总想从这
里搬出去，现在那么漂亮，不走了。”居民
刘玲告诉记者。

来到火车站社区，崭新的柏油道路
已取代石板路，文化墙、文明标语等展示
着社区的风貌。“现在环境好了，去年这
里到处都是违建，拆了以后重新修成了
现在的样子，又漂亮又干净。”在院子里
乘凉的邓婆婆由衷感叹。

这些变化开始于背街小巷改造项
目。雁城商业街背街小巷改造、皇龙A区
背街小巷改造、土主庙背街小巷改造……
近年来，全市启动了300多条背街小巷改
造项目，随着一个个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提
档升级，“旧”小区有了“新”面貌，居民更自

觉爱护共同居住的环境了。

完善社区阵地建设
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近年来，社区不断完善阵地建设，建
立了利民、便民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
形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生活网络。

在师园社区，依托社区阵地建设的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了各式各

样的服务，老年人可在日间照料中心休
息，小朋友在“五点半课堂”学习，居民有
纠纷可到有律师“坐诊”的协调室，还有
志愿服务站、“家长学校”、健身室等。截
至 6 月 10 日，全市 150 多个社区都建立
了功能完善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除了“硬件”完善，各社区在“软件”
上也下了功夫：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以前一个社区由几名干部和居民
小组长管理。”八角井社区党委书记唐远
兰，在社区工作超过 18 年，说起十几年
来工作的变化，她感触颇深，“现在，党
员、网格员、包联单位、楼栋长都在社区
的组织下服务居民，社区变成了编织群
众幸福生活的关键‘节点’。”

此外，全市的志愿服务网络体系已
全覆盖各社区，党员发挥带头作用，率先
认领志愿服务项目，积极开展志愿服务。

目前，我市创成市级及以上文明社
区 40余个、家庭 60余个，中心城区评选
出“小区文明之星”56个、“星级小区”300
余个、“红旗社区”7个。

倡导垃圾分类
人居环境日益改善

“垃圾分类，你我一同参与。”近日，
为号召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增强环
保意识，垃圾分类公益宣传活动在雁江
区恒大城小区举办。

记者从环卫处了解到，主城区现已
在文博园、恒大城、凯旋国际、四海国
际、九曲印象等 12 个居民小区设置了
分类垃圾桶，全市已实名制注册垃圾分
类用户 5857 户，截至 5 月初，可回收物
投放正确率达 90%以上，回收可回收物
90余吨。

优美的人居环境是我市居民幸福生
活的依托，推动人居环境建设就是构筑
文明社区的基础，资阳在行动。

资阳文化220千伏变电站投运
安岳县域电网告别单一电源供电

资阳文化220千伏变电站投运。

创建文明社区 创造幸福生活

90余项资阳本地服务 10余项成资同城化服务

“资阳市民云”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6月 29日，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资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的“大爱无邪——致敬中
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四川省群众文艺创作精品展览展示（资
阳巡展）”在市文化馆开幕。

据悉，本次巡展将持续到7月7日。从2月3日起，四川省文
化馆面向全省各级文化馆（站）的群文工作者以及群文爱好者开
展了“大爱无邪——致敬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文艺作品
征集活动，共征集作品 2000余件。本次资阳巡展共展出全省各
市（州）文化馆选送的120余件美术、书法及摄影作品。这些作品
中，记录有正在救治病患的医护工作者，有坚守岗位的社区志愿
者，也有市民居家抗疫的点点滴滴……

“疫情期间，看到无数车队翻山越岭运送物资支援武汉，我非
常感动，一天就创作出了这幅《越岭驰援送去心》。”市美协名誉主
席姚学明说，在疫情防控期间他用山水画的形式创作了十几幅作
品，以此致敬英雄。

“看到这些作品，当时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很感谢他们
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非常感动。”前来观展的市民魏秀表示。

资阳日报社到联系村过主题党日

支部结对共建
决战脱贫攻坚

本报讯（刘孝军）6月 28日至 29日，
“‘决战脱贫攻坚 喜看小村巨变’全国网
络媒体、大V资阳行”采风团20余人走进
乐至，开展采风活动。

在回澜镇花祠堂村、东山镇方广村，
采风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采
访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花祠堂村食用菌
产业发展、种植规模、扶贫模式、扶贫效
益等情况；了解了方广村蚕桑产业发展、

五点钟书屋运行情况，并用镜头记录下
脱贫攻坚给贫困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在
宝林镇双碑村，实地感受该村人居环境、
集体经济发展及“幸福超市”运行情况。
采风团成员对乐至发展扶贫产业、激发
内生动力的创新举措纷纷给予点赞，认
为这些举措有力促进了贫困户脱贫增
收，并形成了致富奔康的长效机制。

据悉，采风团由人民网、新华网、中

新网、封面新闻等全国 10余家网络媒体
及网络大V、摄影家组成。

市民观展。

喜看喜看创文创文之之变变

“邻里互助 和谐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上接01版）着力增强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的能
力，集中力量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用工人员、原材料供给、基
础配件供应等方面做好保障。要针对“六稳”“六保”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与短板，分别制定具体对策和解决措施，持续激活力、
增动力、挖潜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学习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了解花祠堂村食用菌产业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