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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举行乐山市生态环境试点示范工作
专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乐山市“无废
城市”建设情况、峨眉山市推进生态
环境导向开发（EOD）模式试点情
况以及沐川县成功创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情况。

乐山市“无废城市”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

今年4月，我市进入国家“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城市名单，
成为全省8个试点城市之一。

“无废城市”是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
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
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
城市发展模式。

我市自进入试点城市以来，组
织制定了《乐山市“无废城市”建设
实施方案》，形成了乐山市“无废城
市”建设总体思路：以建设“无废嘉
州·清洁双遗”为总目标，以“4+N”
固废处置利用体系为总布局，以制
度、技术、市场、监管、全民行动等

“五大体系”建设为总抓手，聚焦工
业、农业、生活、建筑、旅游、危险废
物六大领域，重点推进顶层制度设
计、工业绿色生产、农业绿色生产、
绿色旅游、绿色生活转型、建筑垃圾
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处置、“无废细
胞”建设、全民参与、智慧监管、区域
合作等重点任务，力争乐山在“十四
五”期间“无废城市”建设相关指标
全面达标，推动建设经济繁荣、自然

生态、多彩人文、乐山乐水、灵秀博
雅的幸福美丽嘉州。

在“无废城市”建设中，以项目
为抓手，全市已统筹谋划“无废”项
目40余个，总投资约22.5亿元。已
初步形成以乐山市资源循环利用基
地、五通桥盐磷化工循环产业基地、
峨眉山水泥窑协同处置基地、犍为
新型工业基地静脉产业园“四大基
地”为支撑的固废集中利用处置能
力。乐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
项目二期工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项目等重点工程推进顺利，四川

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无废工厂”创
建有序进行。

峨眉山市EOD项目有序
推进

今年4月，峨眉山市生态环境质
量提升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
功纳入全国第二批EOD模式试点
项目名单，成为全省入选的2个项
目之一。

峨眉山市将EOD项目作为践行
“两山”理论的重要举措，按照“一年

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总
体安排，推动生态、业态、文态、形态

“四态”发展，制定水、大气、土壤、生
态4个类别14个目标指标和文化、
旅游4个目标指标，探索可复制、可
推广、受欢迎的“峨眉样板”。

峨眉山市EOD项目包含9个子
项目，项下项目38个，共分4批次实
施。目前，一批次实施的6个项目
中，峨眉山城乡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峨眉山市城乡污水管网完善工
程、峨眉山市污水管道非开挖修复
工程 3个项目已完成，剩余 3个在

2023年 6月前完工，第二、三、四批
项目正在陆续完成前期手续，其中
11个项目完成方案设计，4个项目
已完成招标工作。

沐川成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今年11月，沐川县被生态环境
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成为乐山市首个获
此命名的县（市、区）。

近年来，沐川县立足良好的生
态本底和富集的自然资源，积极探
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双向转
化路径，从“靠山吃山”到“育山富
民”，走出了一条以“一根竹、一叶
茶、一颗芋、一幕剧”为特色的“四个
一”生态产业转型之路。

该县形成了“原竹—竹浆—竹
酒—文化用纸—生活用纸—竹食品
—竹旅游”全产业链条，2021年全
县竹产业综合产值达50亿元，成功
创建为四川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县。依托独有的富硒土壤，发展茶
园面积 22.5 万亩，培育茶企 70 余
家，获得“三品一标”认证 30 个，
2021 年全县茶叶产量达 1.9 万吨，
茶产业综合产值8.5亿元，茶农人均
茶叶产业收入4000元以上。全县
建成魔芋种植基地2万余亩，全县
魔芋产业年综合产值达20亿元，辐
射带动近万名群众实现增收 5000
万元以上。以原生态山水实景剧
《乌蒙沐歌》为枢纽，将沐川竹海、桃
源山居、朱鹮繁育中心、农耕博物
馆、魔芋制作体验、紫茶研学等串珠
成链构建全域旅游，实现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

乐山市生态环境试点示范工作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开展生态环境试点示范工作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吴薇）近日，位于峨眉山景区中
山区的35千伏峨山电站主变增容项目经过紧张施
工，顺利完成主变一二次设备安装调试，经各项相
关试验后一次性带电投运成功。此次主变增容进
一步提升了峨眉山景区供电可靠性，夯实了“迎峰
度冬”保供电基础。

据了解，35千伏峨山电站主变主要承担峨眉
山景区核心景区（报国寺、伏虎寺、圣水阁、清音
阁、万年寺）的供电任务。近年来，随着景区建设
不断加快，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功率用电设
备不断增加，供区用电负荷逐年上升。

为更好地满足景区用电需求，服务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乐山电力峨眉公司提前谋划、科学研
判，将峨山电站原来8000千伏安的主变增容更换
为12500千伏安的大容量变压器。

为全力确保主变增容工作安全顺利开展，乐山
电力峨眉公司组织相关设计、施工单位到现场进
行仔细勘察，明确作业任务，完善安全措施，编制

“三措一案”、吊装方案并逐级进行审核把关，保证
了项目施工安全、按时完工送电。接下来，该公司
将密切关注新主变的运行状况，定时开展新设备
的巡视、红外测温工作，不断强化电网设备的稳定
运行水平与可靠供电能力，为满足冬季市民、游客
用电需求，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可
靠的电力保障。

乐山电力：

景区变电站增容景区变电站增容
为迎峰度冬为迎峰度冬““减压减压””

沐川县中国魔芋科技示范园区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本报讯（记者 严俊铭）“现在网上办事太方便
啦！我上午提交的申请，下午就查到了公司档案，
还可以导出来，随时备用。”日前，在外地出差的犍
为星潜辰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女士顺利通
过四川政务服务网查询到了公司的电子档案，免
去了回老家跑一趟的麻烦。

据了解，按照以往的程序，查询公司档案需要
到犍为县行政审批局窗口申请，出具委托证明等
材料。如今，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随时随地可申
请，档案也可以下载保存，真正实现了档案全程电
子化。而这，正是犍为县不断深化“一网通办”前
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数
字化转型，加快数据汇聚，推进数据共享，让政务
服务效率更高的一个缩影。

为让数字赋能政务服务，提高服务效能，犍为
县大力推动“一网通办”向“全程网办”转变，健全平
台站点架构，开展基础数据汇聚，该县审批和监管
领域共32个系统435个事项纳入省一体化平台，实
现公共卫生许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等27项证照电
子化。同时，大力健全网上办事引导功能，推广使
用四川省政务服务平台和“天府通办”“营商通”
APP，申请人通过在线申请、在线提交材料、在线审
查和核发，线下提供证照邮寄服务，可实现工商登
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等业务“不见面”办理。

此外，犍为县政务服务部门还积极宣传推广电
子证照普及使用，尤其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医疗健康、缴费服务、交通出行等场景化使用。目
前，已实现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等66项电子
证照亮证应用。

如今在犍为，数字赋能正悄然改变着政务服务
模式，也让群众便利办事、智慧办事“触手可及”。
犍为县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还将推
出更多事项全程网办，让群众办事就像网购一样
方便，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和企业享受到便捷高效
的政务服务。

犍为：
数字赋能政务服务
便民利企“触手可及”

“以前这里环境堪忧、房屋老
旧、道路年久失修，经过改造，环境
明显改善，我们住得更舒心！”近段
时间，金口河区永和镇官村社区居
民王女士亲眼见证了金口河区官村
—和平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一
期）建设以来的可喜变化，由衷地
点赞。

伴随着金口河区加快城市建设
管理转型升级的步伐，官村—和平
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今年7月底
进场施工，官村社区、滨河路社区老
旧小区脏、乱、差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今年12月底项目竣工后，这些
老旧小区将成为居住安全、生活舒

适、环境优美、邻里和谐的美丽家
园。

功能提升景致变美
老旧小区换新颜

走进正在“翻新”的官村片区老
旧小区改造现场，整洁的居民楼、
宽敞明亮的道路映入眼帘，施工人
员正在对小区的外墙立面进行修
补。

作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有着
光荣历史的天华理发店仍然保留着
上个世纪国营老店的建筑风格，搭
配刚刚整洁黑化的道路、错落有致
的绿化街景，显得更加别具一格。
住在附近的居民纷纷感叹，经过几

个月的改造，老旧小区变得好“看”
又好“住”。

同样的变化，还发生在一河之
隔的和平片区老旧小区，因地处金
口河主城区繁华地段，改造中需要
考量的问题更多，在不影响当地居
民生活、出行的前提下，施工方抓紧
推动项目改造进度。

据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万江介
绍，金口河区官村—和平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一期）主要对官村社
区红华小区36栋既有建筑、滨河路
社区15栋既有建筑的外立面及屋面
进行清理、修缮。另外，改造还涉及
人行道铺装、雨污分流、强弱电下地
以及安装消防栓、路灯、环卫设施
等。截至目前，该工程已完成约

80%，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

问需于民尊重民意
新环境得到“心”肯定

如何让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
旧小区重新焕发生机，金口河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决策和建设过
程中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充分听取民意，全力推动项目
落地见效。

金口河区官村—和平片区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一期）承载着近
万名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期
盼，在改造方案正式出台之前，工
作组反复与当地居民沟通，收集意
见建议，最终敲定改造内容26条，

细化到雨篷的增设与门牌号牌的更
新等。

改什么、建什么？项目实施前，
政府主管部门不仅让建设专家提方
案，片区居民也能提，让受惠者参与
到建设中来，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
与力量，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改
造期间，居民还自发当起了“临时监
工”，对于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建
议，及时修正。随着改造的推进，舒
心的环境换来群众的拥护和发自内
心的肯定。

据了解，2022年以来，金口河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积极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带动区域人居环境改
善和区域经济发展，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金口河区：

让老旧小区好“看”又好“住”
■ 记者 罗晓玲

（紧接第3版）为进一步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文
明程度，近年来，我市持续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
动，加大对不文明行为检查劝导力度，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

“你好，请停车，你现在是逆向行驶。”“逆行非
常危险，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近期，乐山
公安交警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机动车、非机动
车逆向行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期间，
交警通过定点执勤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线下查纠
与线上监控相结合、劝导警告与依法处罚相结合，
重点对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逆行、未按规定车道行
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劝纠。同时，向驾乘
人员宣讲逆向行驶带来的严重危害，引导其安全
文明出行。

此次“逆向行驶专项整治”是乐山公安交警部
门着力增强全民文明出行意识，改善道路交通环
境的一项具体举措。近年来，乐山公安交警全力
动员、多措并举，全力开展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专
项整治行动，努力实现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及市民
文明出行意识“双提升”。针对违法停车、不佩戴
安全头盔、违规载物等各类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
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净化道路交通秩
序；组织文明交通劝导员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和创
文工作宣传，引导群众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为营造良好市容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市
城管局深入开展占道经营治理、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整治、“牛皮癣”治理等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强
弱项、消盲区。今年以来，累计查处车辆乱停乱放
25万余起，规范占道经营2200余处，清除卫生死
角4.5万余处，清理“牛皮癣”小广告5万余张，常态
长效做好城市管理工作。

文明追求永无止境，文明创建没有终点。乐山
将持续发力，推动创文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确保
创建成果持续惠民利民，文明之花处处绽放。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改出”百姓“宜居”生活

“小区管理有序、干净整洁、公
共服务设施完备，住在这里相当舒
服，好几户以前嫌环境不好搬出去
的住户都搬回来了。”80岁的老党员

王明秋是嘉祥小院的“原住民”，说
起小区的变化，他特别满意，“嘉祥
小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典型
的‘三无’老旧院落。改造前，房屋
破旧、环境差、没物业、车辆乱停放、
道路破损；改造后，曾经的‘忧居’进
阶为‘宜居’。”

作为 2020 年市中区第一阶段
老旧小区改造完成的样板之一，嘉
祥小院的美丽蜕变，让老小区的生
活氛围越来越温馨，居民幸福感与
获得感不断提升。

今年5月，市中区2021年度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以下称“第二阶段
改造”）正式启动，对中心城区100
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目前已完成
了40个小区改造，越来越多市民享
受到更好的居住环境。

油榨街55号小区临近龙神祠，
刚好位于嘉州古城墙脚下，地理位
置优越。该小区启动改造之后，这
里“颜值”大大提升。

“现在好了，小区功能完善了，
居住环境美了，监控也安上了。住
在这里暖心、舒心、安心。”作为小区

“原住民”，64岁的严旭东每天都在
关注小区的变化，对小区改造工作
的全面完工充满期待。

深化基层治理
老旧小区成为城市风景线

老旧小区的可喜变化离不开社
区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近年来，
市中区海棠街道府街社区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用，积极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深化基层治理、服务
文旅发展，先后获得四川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省级便民服务型试点社
区等荣誉。

这两天，府街社区党员干部活
跃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传达
党的声音，积极协调解决施工难题，
服务项目建设。

“党的二十大为我们如何创新
基层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
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为
己任，认真做好老旧小区改造、深化
基层治理、创建好文明城市，为社区
居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府街社区党委书记王红梅说。
“和第一阶段老旧小区改造一

样，府街社区管辖的油榨街68号、30
号、53号等小区，将作为第二阶段老
旧小区改造重点打造的小区样板。”王
红梅表示，社区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发动党员和群众力量，通过认领
和种植绿植美化小区环境。作为文旅
街区，社区还将围绕文旅主题，进一步
深入开展古城守护文化活动。

据统计，近年来，府街社区先后
实施了72个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楼
道通畅整洁出新、环卫绿化美化出
新、公益宣传载体出新、路面硬化出
新和亮化达标，规范小区自治管理
和物业管理，努力把老旧小区打造
成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社区居
民住进了美观、安全、实用的小区，
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党的好政策。

开展特色活动
做强“海棠微光”志愿服务品牌

今年6月30日，市中区海棠街
道启动“海棠微光”志愿服务项目，17

个社区分片实施，爱心企业共同参
与，通过集中志愿服务、主题志愿服
务和个性化点单服务相结合的活动
形式，聚焦“一老一小”，广泛开展义
诊义剪、爱心帮扶、旅游咨询等活动。

“府街社区与市区两级‘双报
到’单位和爱心企业加强协作，通过

‘心愿小程序’精准对接群众期盼，
实现一对一帮扶、点对点服务的高
效互动，涌现出40多年来为百姓免
费理发的老党员吴光荣、为社区群
众免费上门维修家电的李庆乾等一
批热心助人的优秀志愿服务典型。”
王红梅说。

“我们计划开设一间志愿服务积
分兑换超市，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志
愿者，凭志愿服务积分就能兑换各类
物品。”王红梅表示，接下来，府街社
区将以“海棠微光”志愿服务项目为
载体，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等系列民生
工程，动员更多居民加入志愿者队
伍，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

一帧帧暖心画面、一件件民生
实事，府街社区用“民生套餐”为社
区群众幸福加码。

“民生套餐 ”为社区群众幸福加码

11月23日，沿着一段
古朴的青石板路，记者走
进位于中心城区九龙巷
的嘉祥小院，虽是初冬时
节，但随处可见的各种绿
植、鲜花，让小院充满生
机；三五个老人坐在树旁
的椅子上拉家常，场景和
谐温馨。

■ 记者 吴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