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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基层协商能力提升

成都市金牛区深化社区提案工作机制
近期，民政部公布 27 个案例

为 2021 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
典型案例， 成都市金牛区社区提
案的做法成功获评， 并入选成都
市委《中共成都市委关于进一步
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
基因担负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展
现新时代的意见》（成委发〔2022〕
1号）等文件中并予以推广。

坚持党建引领
创新社区提案机制

2019 年 3 月 25 日， 金牛区
以创建民政部“全国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契机，坚持
以党建引领社区提案工作机制
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突出组织创
新，搭建 1 个区级社区提案工作
联席会、13 个街道级社区提案公
共事务议事委员会、40 个社区级
社区提案公共议事专委会、63 个
小区（院落）级社区提案公共议
事小组四级组织平台，明确各级
党组织在平台搭建、提案形成和
监督落实等环节的统筹引领作
用，实现党组织引领社区提案全
过程。 四级社区提案平台将辖区
原有存量的民主协商资源与新
增的社区民主协商资源予以整
合，发挥“汇集公共议题、审议和
分拣社区提案、 参与事务协商、
推动街道协商、社区协商、小区
协商、院落协商、社会组织协商
等有效衔接融合， 落实社区提

案、共建美好家园”的作用。

坚持民主协商
广泛发动群众

金牛区建立了全国首个集反
馈、分拣、处理、公示、监督于一体
的信息化分拣平台———金牛社区
提案智慧平台。 以“十大行动”为
抓手， 拓宽群众意见建议反馈渠
道，动员社会参与提案，组织多方
民主协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
了解， 目前金牛区社区提案小程
序，线上收到提案共计 200 余件，
包括建设类 52 件、整治类 35 件、
公共安全类 6 件、社区服务类 45
件、 自治共治类 64 件和其他 7
件，已结案 151 件，群众满意度达
100%。其中涌现一些案例，如恒德
路社区“三事分流、三治治理”经
验得到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转
发， 其属地马鞍北路 8 号院通过
社区提案解决了楼道电瓶车飞线
充电的隐患， 受到居民的一致称
赞； 工人村社区星辉中路 6 号院
通过居民提案共同完成增设电
梯， 辐射居民参与院落微景观打
造，促进小区院落环境美化；九里
堤北路社区的“南堰河出口‘小瀑
布’噪声扰民事件”的社区提案，
通过居民提出， 并联动多方力量
成功解决噪音污染问题。 通过动
员多元参与民主协商， 金牛区实
现了社会自我调节、 居民自治的
良性互动， 形成“社区提案在身

边”的治理形态。

创优培训内容
提升协商民主效能

为巩固金牛区全国社区治理
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成果， 进一步
深化社区提案机制，2022 年 6 月
17 日、8 月 25 日， 由金牛区民政
局主办、 成都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承办的金牛区 2022 年社区提案
工作机制深化推广主题培训会先
后邀请了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建
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全国民政政
策理论研究基地主任、 华中师范
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陈荣卓教授， 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秘书长、四川省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仁君
教授进行主题授课。 区民政局、
各街道分管负责同志，社区相关
负责人参与培训会。 陈荣卓
教授围绕政府在社区治理中
承担的职能、发挥的作用、政
府在社区中的功能如何定
位、 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确
定等几个方面进行分享。 李
仁君教授从民主协商背景入
手， 通过详实的案例分享了
社区提案机制创新经验。以上
主题培训对完善党建引领的
社区提案工作机制，提升街道
协商能力，促进多方参与社区

治理有重要意义。
“如何更好地发挥四级提案

联动机制作用，动员更多元主体
参与协商？ 我们计划以试点为带
动，整合优秀师资资源和社会组
织的创新优势，积极推动街道协
商与社区、 区级协商上下联动，
推动与现有的‘两代表一委员’

协商资源的融合，同时适时组织
提案大赛， 开展优秀提案评选，
利用多方媒体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 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聚力形成人人心中用提案、件件
提案有回应、事事回应遂民心。 ”
成都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 （于俊如）

你知道吗？ 一瓶包装好看
的饮料惹人眼，但地球要“消
化” 掉包装上的塑料标签，可
能要几十甚至百年。

在减塑、 低碳浪潮之下，
东鹏饮料推出的“电子标签”
东鹏特饮去掉了实物标签，以
数字化解决“去标”后品牌难
以识别的问题，也进一步推动
行业“无标签”的绿色风潮。

撕掉标签 数字减碳

塑料污染不仅在于微塑
料等物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作为重要的石化产品，塑料的
碳排放跨越其全部生命周期，
其碳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约
3.8%， 加速了全球变暖进程。

“减塑”行动迫在眉睫。
在以前，一瓶被喝完的饮

料，只有 PET 瓶身能作为回收
材料重新利用， 而 PVC 材质
的标签纸无法自然分解，且与
PET 材料密度接近，在进行垃
圾回收时不能通过简便的浮
选方式分开，焚烧还会产生酸
性物质和有毒气体，所以往往
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去解决，
导致回收利用率不高。

东鹏特饮去除瓶上的标签，

不仅在生产源头上减少了塑料
的使用， 并让后续的回收更高
效，此外纸箱采用了更低碳的减
墨设计，每一款纸箱的油墨面积
比常规包装节省 59%。

多一张电子标签，多一份
绿色能量。 今年腾讯 99 公益
日来临之际，东鹏饮料联合腾
讯公益、姚基金，发起“扫电子
标签 筑公益球场”行动，号召
更多人成为低碳环保卫士。

扫描电子标签版东鹏特
饮的瓶盖二维码，除了能看到
该产品的原料、功效、生产日
期等信息，还能获得由腾讯公
益发放的小红花。 这朵小红花
可用来再“做好事”，比如选择
捐赠给东鹏饮料·姚基金“青
出于篮”公益计划，支持乡村
学校体育教育。

扫码捐花 共筑球场

随着“体教融合”“双减”
政策落地，体育运动越来越受
到大众关注和重视。 篮球体育
作为一项综合性运动，不仅锻
炼青少年形成强健体魄，在训
练和比赛中学习团队协作精
神，更能培养坚韧、自信、拼搏
的品格和意志。

乡村学校体育设施匮乏，
常用的水泥地球场地面过硬、
没有保护， 安全隐患很大，孩
子们在运动过程中极易摔倒
磕伤。 2022 年，东鹏饮料联合
姚基金发起“青出于篮”公益
计划， 为乡村学校提供球场、
篮架、篮球、球服等支持，并助
力体育专业大学生入校支教、
开展集训和联赛等活动。

今年暑假期间，东鹏饮料
联合姚基金为江西省井冈山
市古城镇中心小学、贵州省惠
水县摆金镇甲浪小学，筹备建
设新的塑胶篮球场，在 9 月开
学后将正式投入使用。

一个全新的塑胶篮球场，
带去的不仅是更加安全、健康
的体育环境，更为孩子们播下
了梦想的种子。 每一位通过扫
码“电子标签”东鹏特饮或为

“青出于篮” 计划捐赠小红花
的用户，都将为乡村学校篮球
场建设注入一份力量。

无数微小的善意，可以汇
聚成强大的能量。 无论是“扫
电子标签” 成为低碳环保卫
士，还是选择“筑公益球场”让
孩子们在运动中闪光，每一份
爱，都将促进每一个公益梦想
的实现。 （韩静）

以电子标签促低碳生活
东鹏饮料联合腾讯公益筑梦公益

7 月以来，重庆持续高温，当
地各村镇遭遇严重旱灾。 截至 8
月 24 日 8 时， 重庆市 36 个区县
遭受干旱灾害，农村饮水受影响
人口达 101.11 万人。 重庆旱灾情
况受到多方关注，为响应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号召，花西子母公
司旗下宜格慈善基金会迅速行
动，向重庆受灾严重村镇捐赠 12
万瓶饮用水，缓解当地村民面临
的缺水问题，惠及约 11800 人次。

据悉，宜格慈善基金会启动捐
赠应急通道，及时运抵的生活饮用
水，缓解了当地居民饮水的“燃眉
之急”。8月 26日，本次抗旱物资已
送达重庆江津区；27 日抵达城口
县， 帮助解决受灾困难群众饮用
水。当地村民感慨：“今年的旱灾对
生活的影响很大，现在家里喝的水
够了，心里就不慌了。 ”

花西子公益负责人表示，应
急救援就是跟时间赛跑。 得知重
庆部分地区的旱情问题严重，宜
格慈善基金会第一时间调配资
源，用最快速度协调运力，将饮
用水运往最需要的地方，尽一份
绵薄之力。 宜格慈善基金会成立

一年多，一直在应急救援的响应
上努力提效， 希望能够尽己所
能，同心守望。

据了解，宜格慈善基金会在
应急救援中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 在过去的多起紧急事件
中，都有宜格慈善基金会冲在前
方、 驰援灾区的身影：2020 年年
初，驰援武汉，向武汉市慈善总
会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 用于支
持抗疫一线医务工作；2021 年 5
月，驰援云南，为云南漾濞地震
200 余名受灾群众提供安置帐
篷，解决临时住所难题；2021 年 7
月，驰援河南，向河南水灾灾区
紧急捐款 300 万元， 采购紧急救
援物资，助力灾后重建工作等。

记者了解到，花西子目前已
设立四大公益项目， 分别为宜
人、宜学、宜文、宜安计划。 其中，
宜安计划即为应急救援专项计
划，该计划自 2020 年起持续关注
社会动态，以系统化运转协调最
快速度支持应急救援。 截至目
前， 花西子已支持多个公益领
域，累积捐赠善款 810 万元，直接
受益人群超 26 万。 （皮磊）

花西子捐赠 12万瓶饮用水
驰援重庆

8 月 25 日， 宁夏回族自治
区卫生健康委与腾讯科技（深
圳） 有限公司妇幼健康领域合
作签约仪式在北京腾讯总部大
厦举行。

为助力健康中国战略，支持
中西部地区提升妇幼健康水平，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下，腾讯
公司启动实施“中西部妇幼健康
助力项目———红雨伞计划”，从
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重点疾病

着手，通过助力妇幼重点疾病的
筛查、诊断、治疗、随访全流程管
理，织密“筛诊治一张网”，提高
中西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项目
还将分别从医疗卫生人才培养、
妇幼信息化水平提升、健康理念
传播等方面予以支持。

项目周期计划五年，2022 年
率先在宁夏吴忠市、固原市实施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诊治公
益项目。 （张明敏）

“红雨伞计划”宁夏试点
聚焦妇幼重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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