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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小厕所”改善“大民生”
□ 实习记者 范志俊
小公厕，大民生。一座看似不起眼的
公厕，
却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折
射出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服务理念。随着我
市厕所革命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推
进，
群众如厕难、
厕所卫生状况差等问题正
逐步得到解决，
仅今年以来，
市环卫处就在
资阳主城区改造升级公厕 11 座。

从脏乱难闻到整洁无味
“现在的公厕很干净，使用起来方便，
大家都高兴。”在位于雁江区政府东路的苏
家巷小区公厕，居民董先生说，改造前，公
厕管道经常堵塞导致臭气熏鼻，屋顶堆积
杂物还导致局部渗水。改造后，公厕面貌
焕然一新，地面、墙面铺上了崭新的暖色调
大理石纹瓷砖，洗手台水龙头和便池采用
感应式冲洗，提供洗手液、扫码取纸等服
务，还新增了通风除臭系统、无障碍设施等
配套设施设备，得到居民的广泛认可。
“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市环卫处副

处长肖群英介绍，改造前曾多渠道倾听群
众意见，改造时不仅更换更新老旧破损设
备，还根据建议增设了无障碍通道、无障碍
设施、母婴设施等，满足各类群体如厕需
求。改造后公厕环境大提升，让“方便”之
处更方便。

从粗放管理到专人管理
公厕要有好环境，更需维护管理好。
在雁江区民福路公厕，记者看到门口
的告示牌上写着，该公厕的开放时间为全
天候免费开放。全天候开放，如何规范管
理？据悉，鉴于粗放管理易导致公厕运转

华西二院与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合作升级

难以为继，市环卫处通过购买管理服务方
式，将大部分公厕交由资阳川能环境卫生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座公厕
都配备有专职保洁人员，在其工作时间内
不间断打扫。同时，通过标注指示牌、规
范化管理、制度上墙、摆放意见簿、提供开
放时间等措施，保证公厕随时干净、无臭
无异味。
“今后，我们将继续结合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要求，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厕服务
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让小公厕更好地彰显城市大文明。”
肖群英如是说。

全力当好
“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
——资阳城建集团发展迈上新台阶

签署新一轮协议建设紧密型医联体
本报讯 近日，雁江区人民政府、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简
称华西二院）、雁江区妇幼保健院签署新一轮合作办医协议，
雁江
区妇幼保健院挂牌“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资阳妇女儿童医院”。
这标志着两院合作由
“亲密型医联体”
向
“紧密型医联体”
转变。
据了解，华西二院和区妇幼保健院将通过专家互派互访、学
术交流、经验分享、远程教学等合作模式，继续深化合作兴医、合
作办院，共建妇幼专科医疗联合体，针对妇女儿童医疗保健特色
的相应专科展开全方位的合作，构建“华西－（雁江）区级－乡镇
级”三级“华西妇儿联盟”模式，进一步深化三级分级诊疗联动机
制，实现双向转诊。建设特医食品专营店、脐带血库、互联网医
院、产业成果转化中心等多个围绕全生命周期妇幼健康管理系
统，共建华西妇幼大健康产业，打造成都资阳合作医疗产业创新
示范区和四川大学医工结合妇幼专业孵化基地。利用 3 至 5 年时
间，把区妇幼保健院建设成为华西二院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医院，
以全新的姿态共同探索紧密型医联体同质化、一体化发展的新模
式和新蓝图。
2016 年 10 月，华西二院与雁江区妇幼保健院签约合作办院，
跨出了跨区域医疗合作的坚实一步。五年来，区妇幼保健院通过
系统植入华西二院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的医院管理运营经验、
先进前沿的学科建设发展理念和雄厚的技术人才优势，大大提升
了雁江区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

□ 全媒体记者 孙正良
11 月 20 日，饭后和家人一起散步的
市民陈女士路过中级法 院 公 交 站 台 时 ，
第一次发现智能电子站牌居然还是触摸
屏的，不仅实时显示着车辆位置，还能查
询乘车线路，这让她对智慧资阳有了直观
的认识。
智能电子站牌助力智慧城市建设，让
市民乘车更加“心中有数”；凤岭公园提升
资阳城市公园内涵，切实建好城市中心的
“绿肺”；娇子大道西延线绿化工程刷新城
市道路颜值，是资阳迎接八方宾朋的“颜
值担当”……这些，离不开资阳城建集团
在建设和服务两个领域的潜心经营、用心
服务。
站在原城投公司等“巨人”肩膀上成长
起来的资阳城建集团，秉持“城市综合运营
服务商”的发展定位，不断推动集团全方
位、深层次地发展壮大。通过资源重组、人
员整合，已形成了市政检测、勘察设计、施
工总承包、房地产开发、水务燃气、城市公
共交通、园林绿化等业务板块，重点布局城
市更新、片区开发、公交客运、水务燃气、市
政园林等特许经营业务板块，逐步向全牌
照投资性、生产性企业转型。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成资同城化发展等国
省战略机遇，紧紧扭住公司转型发展目标，
积极主动与成都、重庆两地大型企业交流
洽谈，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协同发展。截至
目前，公司资产总额 160.09 亿元，公司净资
产达 29.69 亿元，2021 年 1 月至 10 月，实现
营业收入 1.73 亿元，生产经营效益呈现稳
中有增的良好态势。
为切实当好城市的经营者，资阳城建
集团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全市首个消防主题小游园
亮相高新区

综合整治后的娇子大道焕然一新。
聚焦惠民利民，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民服
让老城焕发了新颜，助力国家卫生城市、全
务中心、九曲河溢流口整治、麻柳河黑臭水
国文明城市创建，展现出城市建设与经营
体整治、麻柳街临时应急道路、资阳主城区
主力军的担当。
消火栓建设等民生项目建设；
大力参与“城
通 过 开 办 党 员 教 育 微 党 校（城 投 学
市更新”，补短强弱，推进城市有机更新，重
院），资阳城建集团结合“微党课”
“微朗读”
点围绕老城区人口密集区域旧房升级改 “微分享”
“微故事”打造“五微一体”党员教
造、老城区地下综合管网、城区道路黑化改
育实训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职工以更加昂
造等项目建设，优化了城市环境、打通了城
扬之姿踏上公司改革发展新征程。坚持把
市血管，不断完善城市的“面子”和“里子”， 党的领导融入集团治理各环节、各领域，积

极探索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的有
效途径，把党建文化融入企业文化、融入企
业发展、融入队伍建设、融入职工成长，打
造完善企业治理的“红色引擎”。同时，以
党建为统领，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组织对统
一战线、工会、共青团的领导，凝聚群团组
织力量，不断激发新兴动能，持续巩固壮大
公司统一战线格局，共同绘好推动企业发
展壮大的
“同心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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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星辰）日前，为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做好全民消防宣传教育，普及消防知识，资阳高
新区建成了全市首个消防主题小游园。
消防主题小游园位于高新区兴城大道与兴旺路交叉口东南
侧的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外，占地 4680 平方米，
共分为常识学习、互动体验、公共健身等区域，通过“119”主题展
板展示、消防卡通人物拍照打卡、消防飞行棋等多种方式，让消防
安全文化融入市民生活。
据悉，首座消防主题小游园的正式落成，丰富了我市消防知
识宣传科普教育平台，将成为广大群众驻足学习的室外课堂。资
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将继续发挥
“小阵地、
大宣传”
的社会效果，
结合城市发展建设实际，
在企业、
社区、
学校等不同区
域拓展消防宣传阵地，
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到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

抢抓机遇夯基兴业

驯龙镇书写乡村振兴大文章
□ 潘政吉 李达 屈维
“我流转了两亩地给园子，平时有空就在里面打打工。”11 月
18 日，在安岳县驯龙镇金鸡村优质水果产业园内，看着一行行沃
柑树茁壮成长，园内套种的白萝卜枝叶嫩绿可人，该村脱贫户蒋
先玉的心里暖意浓浓。
和蒋先玉一样，金鸡村还有 20 余户脱贫户在产业园内务工挣
钱，此外，
他们还能得到土地流转费和集体经济收入分红。
“我们村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脱贫户’的模式发展优
质水果产业园，优先聘请脱贫户务工，促进其增收。”金鸡村第一
书记左星介绍道，园内现有 30 余亩水产养殖，320 亩水果、套种 60
亩应季蔬菜，主要销往重庆、贵州等地。
据了解，为支持脱贫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强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安岳县不断加大财政、项目及政策支
持力度，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目前，金鸡
村正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大力发展交通，修建村级道路 0.94 公里、
产业道路 0.36 公里。通过道路设施的完善为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
同样，驯龙镇菩堤社区在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同
时，
也在大力进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以前这路不好走，
开小车都
要撞底盘，开车到驯龙场镇至少半个小时，但路修好后，开车只要
15 分钟。
”
菩堤社区村民郭琼激动地说，
“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一下子
就解决了，
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
“驯龙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坚持以深度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主要目标，以扎实推进两项改革‘后半篇’
文章工作为抓手，立足实际提出乡村振兴规划。”驯龙镇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抓牢发展新机遇，写好乡村振兴这篇
大文章。

权 威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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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 24 时，
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 4 例（治愈出院 4 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
学观察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者 0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
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者 454 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
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
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
括发热、乏力、干咳等，在村（社区）
公卫人员指导下就医，不得自行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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