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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携手同心绘锦绣
——辽阳市白塔区建设“智慧文明美丽幸福”城区纪实

白惠娟 本报记者 严佩鑫

地区生产
总值完成175
亿 元 ，增 长
7.4%；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10.76
亿元，增长18.2%；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27.6亿元，
增长 17.5%……2018
年，辽阳市白塔区围绕智
慧文明美丽幸福新白塔
建设目标，创新实干、奋
勇拼搏，实现经济工作
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项目为王、项目为
纲。”2019年，白塔区开
年即开干，只争朝夕、追
梦前行，掀起了新一轮
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的
热潮，激活中心城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3月 28日一大早，辽阳首家新零
售体验式商业综合体项目万嘉城市广
场——万嘉超市便迎来一批批顾客；
休闲娱乐区里，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
下沉浸在欢乐的儿童世界里……自年
初万嘉城市广场开门纳客以来，这里
俨然成为白塔区的新地标，成为辽阳
市民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白塔区按照提升“传统”、加快“现
代”、培育“新兴”的经济发展思路，积
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
业提质增效，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120亿元，同比增长7%。

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比翼
齐飞”。友谊商城、大润发品牌业态
不断提升，辽宁宏大新能源汽车会展
中心建成，一汽红旗汽车体验店投入
运营。白塔历史文化街区、襄平历史

文化风貌区和体育美食文化特色街
建设进展顺利。节庆经济、夜经济日
益繁荣，冰雪节、美食节等品牌效应
持续升温。伴随着浩瑀金融中心、清
泉池金融总部的竣工，新都汇金融中
心主体封顶，白塔区金融机构已达
298 家 ，金 融 业 税 收 占 区 级 收 入
50.6%，白塔金融街基本建成。

电商产业突飞猛进。农品购获
评省特色产业电商平台和服务运营
企 业 ；辽 联 财 源 大 数 据 项 目 入 选

“2018 中国大数据应用最佳实践案
例”；金生国旅在辽股交“标准板”挂
牌，襄元堂全球购平台上线运营。目
前，白塔区新电商模式业户达到2550
家，年交易额突破20亿元。

项 目 建 设 和 招 商 引 资 齐 头 并
进。2018年，白塔区出台招商引资支

持政策，设立深圳、福州等7个招商代
办机构，组织境内外招商 32次，与碧
桂园、颐高、浪潮等9家企业达成合作
意向，吸引158家品牌店落户运营，促
成辽联信息科技与阿里巴巴、深圳金
证科技等的战略合作。

今年，白塔区将继续实施项目牵
动战略，启动重点项目 34项，强力推
进中天城市广场3期等在建项目早竣
工、早达效；加快卫国小住等新建项
目早开工、早建设；力促辽阳智慧城
市研究院等规划项目早成熟、早落
地；储备碧桂园等一批预备项目，确
保投资的可持续性。同时，强化招商
带动，采取以商招商、代理招商、全员
招商方式，着力引进总部楼宇经济、
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

稳增长，调结构，推动中央商贸

商务集聚区建设。白塔区突出现代
服务业主攻方向，做强做大金融产
业，推动浩瑀金融中心、新都汇金融
中心、清泉池金融总部开业运营，引
进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新型业
态，打造白塔金融集聚区，巩固全市
金融中心地位。创新发展数字经济，
丰富“互联网+”业态，以辽联信息科
技为龙头，引进扶持以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企业，
新增新电商模式企业 500 家，培育电
商产业孵化基地 4个，形成智慧产业
集群。全力建设总部经济，优化整合
区内商务楼宇、闲置办公场所，打造
现代服务业总部基地。

同时，以特色产业、特色街区、特
色品牌为引领，探索发展“块状经济”

“飞地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初春时节，漫步白塔区的大街小
巷，犹如走进一幅天蓝、地绿、水清、
人和的美丽画卷，满眼风景，顿感整
洁干净、人美城新。晨曦中，各大公
园、广场，老人漫步，孩童嬉戏，太极
拳舒展大方，广场舞舞姿翩跹，幸福
祥和；暮色下，流光溢彩的灯饰、尽显
美丽妖娆……

2018年，白塔区投资6150万元改
造20个老旧小区，推行保障型物业管
理模式，修建居民文体活动室和休闲
广场17处，新增停车泊位2500个，粉
刷楼道3.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3.6万
人；启动南环街两侧景观改造，拓宽解
放路、宏伟路，打通三道街、中心路，城
市骨架进一步拉开；开展盘活存量建

设用地专项整治，完成站前交通枢纽
项目征收任务，持续攻坚28个征收地
块，累计征收4213户，腾出净地31.5万
平方米，辽无一厂东侧地块项目实现
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回迁。

与此同时，白塔区还开通数字化
城管平台，实施精细化、智慧化、网格
化管理，推行“大城管”模式，增加
430 名城管协管和保洁保安员。在
开展“五大整治”专项行动中，白塔区
重拳治理私搭乱建、占道经商、小区
垃圾、裸露地面等顽疾，清运垃圾
9200 余吨，清理违规牌匾广告 1500
余处，拆除违章建筑7300余平方米，
取缔迁移和升级改造马路市场 10
处，新增硬化绿化面积15万平方米。

“小邵人真好，啥事儿都帮忙，不
管是不是她的活儿，不论什么时间，
只要给她打个电话，她都能来。”3 月
28日，辽阳市白塔区新华街道人兴社
区便民服务大厅里，不断有居民来咨
询和办理各种业务。回想起不久前
的一个深夜，邵书记帮忙解决生活烦
恼的一幕，居民李大爷很是感激。

李大爷口中的小邵，就是人兴社
区书记邵元英。今年48岁的邵元英，
已在社区工作15年。

2012年辽阳市区划调整，人兴社

区被划到白塔区新华街道，邵元英成
为社区书记。上任伊始，她就让社区
每一名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工作流程
都熟悉一遍，每个工种都要知晓，不
能自己只干自己的一摊，不让前来办
事的百姓多跑一趟。为帮助困难群
众，邵元英和辖区民警杜良共同发
起，创办“1+1”爱心团队，让大家一起
伸出双手，奉献爱心。

“1+1”爱心团队创办至今已经有
240名成员。这个团队最大的特点是
一对一、点对点的救助，捐钱、捐物都

是直接发放到被救助人手里，钱、物都
不经过团队，团队只负责召集、联系。

7 年来，秉承汇聚点滴之爱，奉
献爱心的初衷，人兴社区“1+1”爱
心团队先后为新竹小学贫困生小环
捐款 1900 元，并带去大米、豆油、棉
被、毛毯等生活日用品；为白血病患
儿小佳檄（化名）捐款 33480 元；为
新华小学两名贫困学生每人捐助
2000 元 ；为 1 名 白 血 病 患 者 捐 助
17620 元……

平日里，“1+1”爱心团队还经常

组织辖区的新华小学雷锋志愿者服
务队，深入社区空巢老人家，嘘寒问
暖，帮助他们打扫卫生、奉献真情。

如今，在邵元英和上级管理部门
的努力下，人兴社区的环境有了很大
的改观，不仅干净整洁、路面平整，小
区还增加了 150 多个停车位，居民安
居乐业，幸福和谐。

人兴社区现有志愿者1100名，除
了“1+1”爱心团队外，还成立了党员
义工、红十字会、小雷锋、七彩阳光志
愿者服务队伍。

邵元英和她的“1+1”爱心团队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开
展“党建+网络”建设、“党建+制度”
建设、“党建+项目”工作、“党建+阵
地”建设，社区工作者实行上下班错
时制度、节假日轮休制度、预约服务
承诺制度等便民举措，实行 AB 岗值
班制，并建立了 24 小时电话值班制
度，全天候受理居民服务需求……

3 月 28 日，记者获悉，辽阳市白
塔区跃进街道爱民社区党委以“党
建+”理念为引领，推行了组织建设网
络区域化、机制运行制度化、组织服
务品牌化、阵地建设标准化的“四化”
党建工作模式，着力开展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工作，促进社区党组织全
面进步。

开展“党建+网络”建设，推进组

织建设区域化。爱民社区按照片区、
楼院等划分网格党小组，科学设置社
区党组织，建立起社区党支部-楼栋
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社区组织体
系，开展网格党建工作。在网格党小
组内，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同
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完成好诵读
党章、交纳党费、研学党规党情、组织
生活会等活动内容。社区党委把社
区直管党员、离退休党员、“五包五
促”党员纳入网格，组建以党员网格
责任人-党员楼栋长-党员信息员-
党员网格志愿者服务队为主要架构
的网格党员管理服务队伍。

开展“党建+制度”建设，推进社
区党组织建设制度化。爱民社区健
全了治保调解、环境卫生、计划生育、

文化教育等居民自治机制；完善社区
“两委”议事协商制度，保证居民依法
自治，理顺了社区党组织与业主委员
会、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关系，共同
做好社区工作。

开展“党建+项目”工作，推进社
区党组织建设品牌化。去年以来，爱
民社区党委深入开展党建品牌项目
建设，推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
为深入落实“共产党员先锋工程”项
目，爱民社区成立了“百事帮党员亲
情服务站”，成立6支由党员牵头的志
愿者队伍，即帮困助残服务队、矛盾
调解服务队、宣传教育服务队、环境
保护服务队、治安巡逻服务队、便民
利民服务队，切实为居民排忧解难。
在深入落实共驻共建，同创幸福里项

目过程中，爱民社区党委选聘辖区 6
名党组织负责人担任社区党委的“兼
职委员”，开展党建服务体系建设，签
订共驻共建协议，定期研究讨论社区
建设重大事项，开辟了共驻共建党建
格局。在深入落实为民服务全程代理
项目中，爱民社区开设了代办代收代
购服务窗口，为百姓生活提供便利。

开展“党建+阵地”建设，推动社
区为民服务场所标准化。爱民社区
综合办公面积 1740 平方米，其中有
450 平方米为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党
群活动中心内设党员工作室、图书
室、乒乓球室、舞蹈室、远程教育站
点等，社区各功能室设施完善，极大
地满足了社区广大党员、居民的文
化活动需要。

爱民社区成立6支由党员牵头的志愿者队伍

“百事帮党员服务站”帮群众办“百事”

3 月 28 日，位于白塔区民主路
上的辽联(辽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员工们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忙
碌着。

在智慧社区项目组，项目经理
金帅正在筹划组建新的智慧社区项
目。金帅说：“我们在辽阳已经建成
了26个智慧社区项目，线上线下运
行良好，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了方
便快捷的服务。今年，我们计划再
筹建10个智慧社区，为社区居民提
供更多更周到的服务。”

置身新建的智慧社区旗舰厅，
宽敞明亮、功能齐全，完全实现智能
科技化。智慧政务厅包含便民服务
机器人、政务一体机、人社一体机、
金融一体机等设备。“社区智慧厅服
务太周到了，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
办理各种业务，我还下载了智慧社
区APP，在家就可以查询各种信息，
生活太方便了。”居民李华跟随着便
民服务机器人来到人社一体机前，
进行在线查询居民医保、社保等保
险信息。

白塔区武圣街道福民社区是
最早建立的智慧社区之一，居民早
已 享 受 智 慧 生 活 带 来 的 诸 多 便
利。智慧社区包含一个专业化的
医疗养老区域，包含国民体质检测
系统、智能医疗一体机、两癌筛查
检测室、智能养老等内容，实现社

区居民日托养老及心电血氧等常
规检测，配合国民体质检测系统，
生成体质检测报告，打造社区居民
健康大数据。智慧文娱恒大社区
文化活动室，包含 VR 体感游戏体
验、全息投影、益智游戏操作台、棋
牌桌、书法绘画室、文化沙龙墙等
内容，社区居民在这里开展各种文
体活动，享受快乐生活。

除了智慧社区项目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设，财源大数据项目也是辽联
信息的重点建设项目。谈及财源大
数据项目，公司董事长曹玉学兴奋地
说，2018年，辽联信息坚持大数据战
略，调整产业布局，开拓服务外包业
务。财源大数据项目亮相世界互联
网大会，荣获2018年中国大数据应
用最佳实践案例。公司成功获评省
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荣获辽宁省
百家诚信企业殊荣，作为国内领先的
财源大数据系统平台，先后与沈阳市
和平区、皇姑区和新民市成功签约，
取得了新业绩、新发展。

“2019 年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
一年，我们将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
迈出新的步伐，以创业的精神继续
奋斗，以守成的精神稳扎稳打。”曹
玉学对辽联信息公司的未来充满信
心，将带领员工，全力打造全国大数
据应用方面的领军企业，让更多居
民乐享智慧生活。

让更多居民乐享智慧生活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招大引强提升发展质量

创新管理打造幸福家园

【38.51亿元】

白塔区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开拓旅游市场，规范旅游管
理，旅游业经济社会效益不断提高。2018年，全区共有旅
行社39家，旅游总收入约38.51亿元，国内旅游人数约
520万人次；入境过夜旅游人数约2.8万人次。

【1010场】

为营造历史文化古城氛围，白塔区积极组织文艺队伍
展演，组织民间演出队在广佑寺中华广场进行民间艺术展
演，并大力开展文化惠民工程——送文艺进社区活动，
2018年共组织文艺队伍到社区汇演1010场。

【1.85万件】

白塔区已开通网上审批平台，完成运行流程再造和政
务服务事项认领与信息录入，与市级平台实现同步建设、同
步工作，方便企业群众。2018年，白塔区办结审批事项
122件、便民服务事项1.85万件。

图说 TUSHUO

数说 SHUSHUO

白塔区投入500万元改善办学
条件，“名校创建”成果丰硕，引入

“阿里钉钉”教育平台，深化协作办
学，开展课后服务。

2018年，白塔区引进20名教育
人才，评选 3所区级名校，新增 1所

省级示范幼儿园，教育功能得到优
化，教师素质明显增强，义务教育质
量进一步提升。图为白塔小学的学
生们在上素质教育课。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文
周 兵 摄

“名校创建”提升教育质量

走基层 ZOUJICENG

白塔区居民在民生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大厅享受一站式服务。 周 兵 摄

民生雨露滋润百姓心田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连着民力。
2018年以来，白塔区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更加注重社会和谐建设、提升百
姓生活幸福指数，在教育、文化、卫
生、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方面
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全年民生支出达
两亿元，政府承诺的 10 项民生实事
完成 9 项，房屋征收工作正在全力推
进中。

社会保障务实有力。白塔区深化
创新创业战略，打造辽宁声谷等五大
创业孵化基地，入驻企业135家，促进
产业调整与民生保障深度融合；新增
就业6800人，失业再就业1.15万人，扶
持创业带头人 110 人，带动就业 1050
人；强化扶贫救助，发放低保救助、住

房租赁补贴等资金近7000万元；采取
医养结合方式，扶持建设社会化养老
机构8家；完成99套公租房分配。

高标准改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综
合楼，公共卫生服务环境得到根本改
善。目前，白塔区云医院建设稳步推
进，48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纳入
医联体。

一个个民生工程有序推进，一项
项惠民措施不断落实，白塔区从老百
姓最关心的小事细事做起，为群众排
忧解难，惠民雨露滋润了百姓心田。
如今，在白塔区，孩子可以就近入学，
居民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站就能看病
就医，闲暇时可以到文化广场健身，生
活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幸福……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3
月 28 日，记者获悉，自“五包五促”
活动开展以来，辽阳市白塔区武圣
街道“包促”队员认真聆听困难党员
和困难群众的心声，为他们排忧解
难，已有 200 多名党员干部参与实
现微心愿，共走访困难党员、困难群
众 33 人，发放慰问金 8800 元，发放
慰问品90余件。

在开展“五包五促”活动中，武
圣街道找准定位，精准对接，使每名
党员干部发挥最大的潜能，每个服
务对象得到最好的服务，最大程度
地提高活动实效性和群众满意度。

在“四城联创”期间，武圣街道
持续开展街域环境综合整治“迎接
新时代，建设新白塔”活动，着重解
决“脏乱差”和“牛皮癣”等问题，共
开展了 9 次活动，为居民营造更好
的生活居住环境。

为改善困难居民的生活水平，
武圣街道“五包五促”工作队谋划了

“精准扶贫”项目，寻找企业为居民
进行就业培训，提供易上手的工
作。目前，街道已在福民社区智慧
厅建立袜子整理项目，增加困难居
民的经济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其他
项目也在积极筹备中。

开展“五包五促”活动

武圣街道百姓享受更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