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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建设
倾听民意引导参与

2014年起，铜梁在全市率先启
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巴川、东城、
南城、蒲吕 4个街道办事处累计完
成 338 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并对

86 处老旧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约
150处老旧小区周边裸露地面进行
了提升和改造。

小区居民对改善环境期盼强
烈，尊重群众意愿是把好事办好的
前提和关键。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铜梁始终坚持居民参与原则，通过
有效引导，把小区居民在改造内容、
改造方式和施工方案等方面的真实
意愿汇总收集起来，并真实体现在
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获得居民广
泛支持。

走访入户问需于民。铜梁区住
建委察民情、访民意，走进老旧小区
综合治理改造基层一线，体验群众
对于改造关键环节“急难愁盼”问
题。同时，联合各街道办事处、社区
和楼栋长组成项目小组进小区进楼
栋，采取住户议事会的形式，加强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和政策宣传。充分
征求居民意见建议，采取问卷调查、
入户走访等方式，搜集意见、倾听民
意、问计于民、回应所需，迅速制定
通过了一套居民满意的老旧小区改
造方案。

因地制宜优化设计。对于征
集到的合理建议，铜梁不断优化设
计方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完善，
并组织部门、专家会议评审最终确

定设计方案，最大程度贴近小区实
际，最大限度满足居民意愿。结合
龙文化元素，在取名、色调、特色文
化元素植入方面精心打造。“既满
足群众在停车、消防、绿化、健身等
方面的需求，又能体现铜梁小区特
有的符号和魅力，从而设计出来的
方案特别受群众喜欢。”铜梁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严格实施高质推进。设计方案
确定后，铜梁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
造工程，以蓝图为抓手，以群众所盼
为动力，按照成熟一项、改造一项的
原则，采取由街道办事处作为业主
单位，组织改造实施的制度设计。
区住建委按照工程建设有关规定，
加强质量、安全检查，严格组织验
收，确保改造质量。

铜梁还邀请和欢迎群众对建设
过程和质量进行监督，对收到的问
题现场核实属实后立即整改。2021
年，铜梁区预计改造老旧小区 16
个，2022年将完成100个老旧小区
（单体楼）综合整治，2023年全面完
成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精细管理
刀刃向内创新治理

车辆规范停在车位上，绿化带里
花朵盛开，小区居民三三两两边锻炼
边拉家常，走进铜梁区巴川街道正街
社区北街馨苑小区，曾经脏乱差老旧
小区如今已是干净整洁。“自从小区
开展‘红色物业’以来，小区车辆不再
乱停放了，垃圾分类搞起来了，人与
人之间相处也更和睦了，生活在铜梁
真是越来越幸福。”小区居民文良容
高兴地说。

北街馨苑小区的华丽转身得益
于铜梁在改造老旧小区的同时，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扎实推进“党建扎桩、
治理结网”工程，以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让小区洋溢文明新风尚。

打造“红色物业”突破基层治理
难点。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依然普
遍存在缺乏物业公司管理现象。如
何将后续管理与社区治理相融合？
建得好，更要住得舒心，铜梁进一步
找准创新社会治理突破口，把建设小
区和管理小区两手紧抓，在基层治理

与党建深度融合上思考“做文章”，创
新提出“红色物业”工作思路。充分
发挥党员与志愿者的引领作用，通过
建立小区党支部，引导成立业委会，
街道社区延伸管理，物业企业强化服
务，让有德、有能、有影响力的人示范
带动，引导群众崇尚公德义举。从

“不忍乱”到“不能乱”，物业企业强化
服务延伸管理，“不想乱”的内心自觉
在居民心中悄然形成。

探索“五治”工作法形成共建共
治合力。除了党支部建在每个老旧
小区网格上，铜梁还发挥楼栋党小组
作用，让党组织成为基层治理的核心
力量。形成“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社
区牵头+社团服务+居民自治”“五治”
工作法，发挥单位部门、社会组织作
用，实行共驻共建、社会共治，共同化
解小区难题。整合职能部门下沉基
层的专职网格员、综治巡逻员、住所
调解员、城管协管员等7类人员，建成
统一管理的平安员队伍，并运用大数
据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老旧小区
改造后，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各种智能
设备，为群众的安全护航。

此外，铜梁还动员老旧小区群
众，深度参与全国文明卫生城区和文
明城区打造，参与道德模范典型塑造
和评价，参加健康课堂和法治课堂，
从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精心服务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改造为船，管理为桨，服务为帆，
才能让小区居民的幸福满载而归。
近年来，铜梁在推进338个老旧小区
整治中充分发挥居民自治，激发群众
向往美好生活、自己动手共建共享的
内生动力。

开展“三小区域”“五小设施”认
领活动。铜梁深入开展小设施、小绿
化、小场地“三小”认领活动，以小区
栽花种草为抓手，组织党员群众认领
责任区，自觉管护小设施、小绿化、小
场地。认领责任人采取日常巡查管
护、捡拾垃圾、制止劝导损坏行为等
方式开展“三小”养护，激发群众参与
主动认领管理和维护的热情。

“通过‘三小’认领，我们进一步
规范了小区的日常管理，党员亮身
份，群众参与进来，大家主动认领自
己的责任地，形成了共建共治共管共
享的良好局面。”铜梁区相关负责人
说。

开展小区基础设施日常管护行
动。铜梁面对居民诉求千差万别的
情况，从基础小事做起，步步筑牢小
区民生底板，338个老旧小区全部配
套完善了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便民
设施，增绿增花增色，建设无危小区，
美化“第五立面”，有效解决停车难、
活动难和脏乱差等问题。从房顶、地
面、花园、大门的“大”改造，到一个垃
圾桶、一个小电箱、一个消防栓等的

“小”维护，日常管护均不落下。
通过改善老旧小区环境，吸引了

大量铜梁居民回迁入住。老得优雅、
旧得有味、住得舒坦的城市，正让大
美铜梁颜值更高、气质更佳，城市更
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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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三精”建管改旧城 美好生活共缔造

8月的蓝天下，俯瞰铜梁老城
别有一番风景：玫瑰色屋顶靓丽温
馨，每家每户阳台绿植盛开，小区
内白墙青砖假山林立……

老城焕发新活力，一朝扮靓新
颜值。近年来，铜梁坚持美好环境
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把老旧小区
改造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发展
工程，建设国际大都市后花园，让
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空
间，老旧小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实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 在行动铜梁

老旧小区改造后增加了停车场，群众停车更方便

老旧小区推行“三小”管护认领

彭水城投 党建引领推动城市建设跨越式发展
彭水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为“彭水城投”）党委于2017年8月批准成立，有6个党支部，现有党员78名，其中预备党员4名。成立以来，该公司

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围绕企业“城市建设开发的总统领、城乡土地运营的总代理、水利水电开发的先行军、新型产业推动的实践者”定位开展党建工
作，以打造过硬党组织为目标，夯基础、强支撑、聚能量、促进步，确保党建引领城市建设。

通过党建引领，彭水城投逐步落实县委、县政府提出新城建设“三个一”目标，确保新城一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同时，认真履行国企责任，企业各项指标均大幅
提升，资产总额从63亿元增长到136亿元，翻了一番多；营业收入从3.2亿元增长到8.2亿元，同比增长256%；上缴税费7.5亿元。成立党委以来，彭水城投公司年度
经营业绩考核连续4年位列县属国有企业第一名。彭水城投党委两次被评为县基层优秀党组织，有两人被评为县优秀共产党员，一人获评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成立党委4年多来，党建引领正成为彭水城投推动城市建设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迎难而上 新城建设从
“蓝图”变为“实景”

2015年，彭水县委、县政府启动
新城建设，并提出新城建设“年出让
土地一平方公里、开工房建100万
方、新增城市人口一万人”的“三个
一”目标，要求彭水城投把新城美好
愿望变为实景。

在彭水城投看来，在几乎是一片
荒芜之地上建立起一座“现代之城、
未来之城、品质之城、魅力之城”，面
临缺经验、缺资金、缺人才、缺项目、
难拆迁等实际困难。关键时刻，企业
通过党建引领继续提振信心，以拓荒
者低姿态实施“三个一”目标。

缺资金，公司就积极动脑筋、想
办法，累计争取到融资授信资金
108.9亿元，实现到位融资资金70.5
亿元，用于建设和征地拆迁资金达
53.4亿元；难拆迁，坚持党建引领，想
方设法、综合施策，确保一户一户解
决矛盾，令征地拆迁顺利开展；在新
城开发上，坚持党建引领，确保基础
设施建设稳步推动，实现了有序和高
标准建设；缺项目，党委就创新了“土
地+项目”方法，实现项目从无到有，
而通过党建引领，党员干部服务水平
明显提高，令项目落地快、建成快。

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令新城建
设停滞，关键时刻，通过党建引领，一
大批党员干部不惧疫情，采取做好企
业防疫物质储备、指导施工单位完善
复工操作手册和疫情防控应急方案、
协助施工单位购置各类防疫物质和
复工原材等措施，确保第一时间复工
复产，新城建设继续推进。

近5年来，彭水新城建设实现大
“跨越”，实施城市建设项目28个，完
成投资 25亿元。城市功能日趋完
善，体育中心、全民健身中心、花阶广
场、滨河公园相继投用。其中，花阶
广场荣获重庆市“最美坡坎崖”提名
奖，成为市民打卡地。

有面子更有里子，彭水新城还建
成地下管廊，将电力、通信，燃气、供
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
体，城市乱开挖现象将不再出现。

彭水新城建设5年来，“现代之城、
未来之城、品质之城、魅力之城”蓝图逐
步变实景。目前，新城面积达7平方公
里，新吸纳人口6.7万人，是全县城镇化
建设跨越式发展最重要成果之一。

紧贴民生 城市建设实现
“有”到“优”的跨越

近年来，彭水城投党委紧紧围绕
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着眼于优化
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实施了一

大批紧贴民生的改建或新建项目，城
市功能明显改善。

交通出行更便捷。以构筑发展
彭水新城交通，连接主干道为重点，
合理布局重大市政项目，科学规划新
城区配套道路，靛水大道、蟠龙路、五
湖路、龙腾路等主干道纵横交错，确
保市政道路建设让老百姓出行更便
捷；以优化改善彭水老城交通，建成
乌江五桥等重点交通项目，合理地分
流车流量、缓解交通压力、提高道路
通行速度，大大减轻市民出行的拥堵
状况；为缓解停车难，积极谋划了停
车位建设，通过对土地全方位、立体
式、综合性开发利用，建成停车场2
个，累计停车位323个，还加快了新
城能源充电建设；

居住环境更舒适。5年来，彭水
先后建成张家坝安置小区等民生工
程，总面积达24.8万平方米。此外，
在推进城市既有建筑更新方面，完成
棚户区（老城核心区D级危房）测绘、
评估等前期工作，目前已签订收购协

议511份，完成113栋D级房屋的拆
除工作，办理完成已拆除危房的不动
产权证17本；完成综贸公司等3处老
旧小区改造；

城区环境更优美。为提升人居
环境质量，满足百姓文化需求，5年
来，彭水城投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完成了新城体育馆等城市基础设施
项目的建设，令群众健身、休憩有了
优美的环境；老城完成了绍庆广场等
城市更新项目，老城面貌焕然一新；

群众更实惠。5年来，彭水复垦项
目共入库备案255个项目10966亩，市
级确认项目309个10447亩，交易项
目275个9519亩，回收地票价款19.68
亿元，其中分配老百姓12.08亿元，惠
及农户14837户；完成34个乡镇污水
处理厂及220公里配套管网建设，推进
农村污水治理，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对48个水厂用户进行用水性质普查，
逐步实现了场镇居民从有水吃到吃好
水的跨越，日安全供水3万吨；发电方
面，通过有效调节水位、提高机组负荷

率、保持高水位运行等发电措施，实现
三江口水电站累计上网发电量达3.92
亿千瓦时，确保居民用电。

5年来，通过党建引领，彭水城投
组织实施城市建设项目 173个，其
中，老城项目35个、新城项目28个、
乡镇项目 110个，完成投资 53.4 亿
元，完成土地报批3867亩，林地报批
2054 亩，改造棚户区 4.85 万平方
米。城市品位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实
现由“有”到“优”的跨越，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明显增强。

勇担责任 城市建设业
态实现单一向多元转变

近5年来，彭水城投按照县委、
县政府决策部署和县国资局要求切
实履行国企责任，通过党建引领，确
保彭水城投履行国企责任动真格。

在履行城市建设责任上，公司合
理精准筹措资金、优化融资资产结构，
通过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
产贷款、企业债券等多种融资方式筹
集保障资金。5年来，争取到融资授
信资金108.9亿元，实现到位融资资
金70.5亿元。组织实施城市建设项目
173个，完成投资64.8亿元，改造棚户
区4.85万平方米。目前，企业资产总
额从63亿元增长到136亿元翻了一
番多，城市品位持续提升、城区规模不
断扩大、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在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上，
彭水城投抓施工，通过精细管理提高
工程建设管理水平，实现施工收入
4.7亿元；抓供水保障，实现了水质达
标，年供水能力达3335万吨，满足了

全县40万城乡居民用水需求，完成
营业收入2.12亿元；抓发电，通过有
效控制水位、提高机组负荷率等措
施，实现经营收入1.19亿元；在其它
领域，停车场实现经营收入119万
元，监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68.7万
元，检测中心实现经营收入856.8万
元，培育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在履行社会责任上，公司勇担脱
贫攻坚责任，坚持将土地复垦作为助
推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抓手，惠及农
户14837户，还精准选派4名党员骨
干开展驻村帮扶工作，落实扶贫结对
帮扶责任人50名。帮扶对象涉及高
谷镇6个村（社区）、靛水街道1个村，
建卡贫困户246户，全力以赴配合帮
扶乡镇，入户帮扶1500余次，帮助贫
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100余个，带领
帮扶对象实现脱贫摘帽，资助扶贫资
金达到200余万元，完成消费扶贫40
余万元，持续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共
享水平，全面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
在乡村振兴方面，选派4名党员作为
第一书记和11名业务骨干分赴连湖
镇、梅子垭镇、芦塘乡，担负起巩固脱
贫攻坚重要任务，努力成为彭水乡村
振兴的排头兵。

通过履行国企责任，彭水城投已
由过去的单一业态，向新城开发、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经营、城乡危房改造、土
地整治、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水利水电
经营、广告管理经营、停车场经营、充
电桩经营等产业转变，实现了单一业
态向多元业态的跨越。

潘子奇 关司琪 图片由彭水县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彭水新城建成区，城市功能日趋完备

新城建设“蓝图”变“实景”城市功能从“有”到“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