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云阳县出台《服务非公企业标准化工作规则（试
行）》，对服务企业设计了受理、交办、办理、反馈等标准流
程，确保服务非公企业“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
这一硬杠杠，让政府服务企业有章可循，收到不少点赞。

推动政府服务企业标准化，说得通俗点，就是用一套
明确标准，让企业需求得到明确回应。这么做，等于是把
优化营商环境的做法制度化，将有效解决非公企业反映诉
求无渠道、多头反映无结果，政府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
等老大难问题。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为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支撑。

制定标准，是为了让各部门各负其责。用硬杠杠遏制
服务企业“踢皮球”，就要建立明确的责任清单，面对企业
投资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和合理诉求，能在本级解
决的就不要等着上级来解决，能在一个部门解决的就不要
多个部门扯来扯去。企业跑断了腿、跑寒了心，最终伤害
的是地方发展活力。

什么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一位企业负责人说出了自
己的期待：花最少的时间、跑最少的路、交最少的材料、找
最少的部门，贸易投资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
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满足这些期待，需要各级政府
部门不断优化服务，时刻激励自己给企业当好“腿脚麻利
的店小二”。把该服务的服务到位，撬动的必然是地区经
济的大发展。

用硬杠杠遏制
服务企业“踢皮球”

□刘江

两江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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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月
8日，市财政局发布消息称，今年上
半年重庆财政拨付专项扶贫资金
46亿元，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85
亿元，筹集支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的政府债券资金35.5亿元，助推我
市脱贫攻坚工作。预计今年，市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有望比去年增
长5个百分点以上。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补短板方面，市财政及时调整完
善相关政策措施。

保障义务教育方面，今年已下
达3.7亿元将贫困区县乡村教师补
助标准从平均 300 元提高至 400
元以上，下半年将实施义务教育薄
弱环节与能力提升工程，推进乡镇
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
设。

保障基本医疗方面，将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人均补助从490元提到
52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
均补助提高5元。

改造农村危房方面，今年市财
政已下达6.8亿元，中央增加分配重
庆的资金主要向未摘帽贫困区县进
行了倾斜。今年，我市计划改造C、
D级危房3.23万户，其中建卡贫困
户2162户。

饮水安全方面，目前全市贫困
人口中已有185.05万人得到保障，
接下来的任务是实施农村饮水巩固
提升工程和建设小型水源。今年以
来，市财政已下达巩固提升投资预
算4.12亿元，14个国家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区县使用份额占65%，另
外还落实小型水源资金6378万元，
全部分配给城口、巫溪、酉阳、彭水、
奉节、石柱。

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为加强
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管，市财政初步
建成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全面
汇集预算安排和构成、分配下达、市
级支付以及项目支出进度、绩效目
标执行等信息，全程监控扶贫资金
支付活动。

与此同时，我市建立扶贫资金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机制，37
个区县完成了去年1200个扶贫项
目绩效目标自评，去年专项扶贫资
金绩效评价也于今年3月完成。按
照资金安排与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结果挂钩办法，市财政拿出了2.3亿
元奖励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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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的环境，安详的生活，需要养老服务

保障工作做实做细，让千千万万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养老
保障和为老服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过的部分养老服务场所，了解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的落实及养老服务保障工
作开展情况。

【故事一】
虽风霜满面，日子却七彩斑斓

“一股春风吹进了四季青敬老院，那就是
2013年12月28日习主席来到我们敬老院，
看望老人们来了……”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老年模特队
的老人们在院刊《夕阳红》里，登载文章回忆
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情景。

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老人们身边，
同他们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
况、家庭情况和在敬老院的生活情况。他要
求养老服务机构加强管理，增强安全意识，提
高服务质量，让每一位老人都能生活得安心、
静心、舒心，都能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

敬老院老年模特队的刘进文清晰记得，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大家心情欢畅、欢度晚年，

“大家觉得总书记的话特别温暖，老年人就是
要用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对生活，优雅地度过
晚年。于是，我们在2015年8月成立了老年
模特队，让老人们都‘美’起来！”

模特队成员张锦一度沮丧地觉得，进了
敬老院就变成了“等吃、等睡、等死”的“三等”
老人，但这里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她绽开了笑
颜。“正像一句歌词唱的，‘如今我们虽然已是
风霜满面，而岁月留下的却是七彩斑斓’。”张
锦说。

如今，老人们在这里心情舒畅、生活无
忧。在原有医务室基础上，敬老院近年来还
与北京大学航天中心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医养
结合示范养老院，开通了急诊绿色通道，建立
专家定期义诊、巡诊、坐诊服务机制，并逐步
同医院信息系统实现终端对接。

“头疼脑热医务室就看了，去医院还可以
走绿色通道，真是方便多了。”张锦乐呵呵地
说。

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敬老
院还建立了银龄书院，为千岁合唱团、舞蹈队
聘请了专业教师，《夕阳红》月刊也进行了改
版，为老人提供更好的展示才艺、学习交流平
台。

【记者手记】
民生无小事，养老服务更无小事。

“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关系2亿多老年人
口特别是40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晚年
幸福，也关系他们子女工作生活，是涉及人民
生活质量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尽快在养
老院服务质量上有明显改善，从2017年初开
始，民政部等6部门在全国开展养老院服务
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拟通过4年时间，实现养
老院服务质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两年多
来，专项行动已在全国各地支持和督促养老
机构持续整治了36万处服务隐患，全国养老
院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得到有效遏制和集中
处置。

既要破解当下难题，更要形成长久机
制。近年来，《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规章先
后出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国
家标准也陆续公布，老年人在机构养老享受
到的服务，正朝着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不断
迈进。

【故事二】
服务居家老人，社区大有可为

炎炎盛夏，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内凉爽宜人。86岁高龄的社
区居民刘建国和84岁的老伴，几乎每天一早
就会来这里“报到”。

“孩子在国外忙工作，一年才回来几次。
这里干净舒适，有丰富的午餐和专业的护理
人员，每月伙食费700元，午休都有床铺，真
是太贴心了。我们老两口现在一待就是一
天。”刘建国说。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调研。他说，现在是老年社会，养老服务工作
越来越重要。并叮嘱工作人员“好好干”。

在我国的养老服务格局中，社区养老有
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很多地方推行的

“9064”养老服务格局中，90%的老年人为居
家养老、6%在社区养老、4%到养老服务机构
集中养老，这其中，社区还发挥着为居家老人
供餐、医疗保健等重要职能。

过去几年，军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
得到很大提升，不仅扩大了服务面积，还实现
了24小时为社区老人服务。2017年成立的
托老所，配备5名专兼职助老员，接纳60岁
以上空巢、独居、孤寡老人，提供多项服务，每
天还安排医生免费接诊。

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林丹说：“为
社区的老人服务是我们应尽的职责，也是我
们施展才干的平台。要通过我们持续的努
力，让这里成为老人们温馨的‘自己家’，让老
人感到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自家人’。”

【记者手记】
社区连着千万家，为老服务显关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关怀下，我国在社区养老和开展社区为老服
务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开展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着力满足绝大多数
有需求的老年人在家或社区享受养老服务的
愿望。

到2018年底，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
盖全部城镇社区和50%以上的农村社区，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下转2版）

为 了 最 美 夕 阳 红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老有所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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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暑期外出的旅客准
备登机。

近年来，我市在不断吸
引国内外游客来渝的同时，
越来越多重庆市民出境旅
游。据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仅在今
年高考结束至 8 月 7 日期
间，我市市民就有 41 万余
人次前往 133 个国家和地
区，同比增幅达13.7%。其中
泰国、越南、日本、新加坡、
马来西亚、韩国、中国澳门
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市
民最爱，占出境总人数的
89.29%。

记者 崔力 摄

市民暑期出境游
同比增长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8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悉，2019年上半年，重庆市农村地区
共发售国债21.22亿元，促进农村地区居民增收3.32亿元。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重庆市22家储蓄国债承销团
成员共计发行储蓄国债46.79亿元，同比增长1.02倍。其中，
重庆市农村地区发售国债的总额同比增长2.96倍，占全市发
行总量的45.36%，创下历史新高。

农村地区国债发行量大幅度增加，一方面得益于越来越
多农村居民加入了理财行列，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重庆大力推
进“国债下乡”。

近年来，储蓄国债持续热销，但农村地区居民的国债投资

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针对这种情况，2019年上半年，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在前期试点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
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推进国债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
见》《国债宣传服务站建设工作指引》，在全市全面推进“国债
下乡”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比如，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组织承销银行优先向三
峡库区、武陵山区等32个区县乡镇切块发售2.95亿元。这一
发售额比2018年上半年增长40.47%，较好地满足了农村居
民投资需求。同时，国债宣传服务站和村民理财课堂也推广
到了主城以外的远郊区县。按照计划，2021年底前，村民理
财课堂将覆盖全市所有村社。

国债在重庆农村发售额创新高
今年上半年增长2.96倍，促进农村居民增收3.32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刘敏）
8月8日，记者从南川区发展改革委获悉，该
区页岩气已开始向川气东送管道输气，现每

天外输页岩气460万立方米，预计今年11月
外输页岩气规模将达每天500多万立方米以
上。

南川是页岩气资源富集区，探明储量
615亿立方米，预测储量5000亿立方米以
上。目前，中石化江汉涪陵公司、中石化华
东油气分公司在该区已累计搭建页岩气钻
井平台32个，开钻井106口。其中72口井
已接入管网售气，累计售气 16.74 亿立方
米。

据介绍，一直以来，南川页岩气主供綦

江、万盛、武隆、南川等沿线工业企业及更多
重庆本地用户使用。此次向川气东送管道输
气后，南川一跃成为川气东送管道四大气源
点之一。

负责南川页岩气对外输气的重庆祥泰燃
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杨介绍，目前南川页
岩气主要通过三条管线输送页岩气：一是
2017年建成的第一条外输管线“华长线”，主
要向重庆地区输送页岩气；第二条外输管道
为“华南线”，于2018年9月正式竣工通气，
起于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东胜脱水站”，

止于中石油南川配气站，让中石油与中石化
页岩气输气管道在川渝地区首次实现互联互
通，通过向重庆气矿綦南线万盛、綦江地区等
客户供气，进一步拓展了供气区域；第三条为
今年上半年竣工的水江—武隆联络线及武陵
山管线，通过该线路导通水江输气站向涪陵
增压站输气流程，实施涪陵增压站扩能改造
和龙禹返输流程改造工程，使得南川页岩气
富余资源通过涪陵增压站增压外输至涪陵—
王场管道，最终经王场清管站注入川气东送
管道干线。

据悉，南川页岩气引入川气东送管道
后，川气东送管道形成了“4+3+1”多气源
供气格局，即普光气田、元坝气田、涪陵页
岩气、南川页岩气四大常规气源；西一线
联络线、西二线联络线、上海返输三大应
急气源；一座地下调峰储气库——金坛储
气库。

南川页岩气开始向川气东送管道输气
每日外输页岩气规模达460万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