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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讲述精彩
“攀枝花故事”
6 月 21 日，一场网络直播带
火了东区。这场主题为“‘攀’望
的生活——魅力东区，您的康养
‘东’道主”的直播活动，吸引了
1330 多万粉丝进入抖音、快手直
播间，
聆听精彩的“攀枝花故事”
。
作为此次直播活动的主角，
东区结合攀枝花城市发展主旋
律，不仅向网友推介了攀枝花芒
果等特色产品，更以丰富的形式
载体，向大家讲述“英雄攀枝花”
的工匠精神、三线情怀以及康养
旅居品牌打造。
□本报记者

媒体有限公司、gogo 攀枝花共同执行，组建
了由新华社、新华网、人民网等 38 家省级以
上媒体，攀枝花日报社、攀枝花广播电视台
等市级媒体，以及 hello 攀枝花微信、微博、
魅力东区 APP 等新媒体组成的超强宣传矩
阵，全方位宣传报道此次直播。
此次直播为东区辖区企业提供了品牌
展示的舞台，吸引各类企业积极参与，大家
都计划通过线上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力。

细致入微做准备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
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在直播前夕，东区区
委宣传部和区融媒体中心认真谋划，从直播
点位的筛选到东区特色的定位，以网友的视
角看待这次直播活动，通过分批分层次的选

取，精准找到
“魅力东区”的形象代言。
围绕此次直播活动，东区区级媒体联合
市内外各大主流媒体，大力宣传活动进展情
况，不断吸引网友好奇的目光。本次直播由
东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四川电视台、金熊猫新

东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凌永航为一系列
东区品牌“站台”，向广大网友讲述东区产业
生态的温度与用心，带来的一波又一波福
利，让网友们感受到东区的诚意满满。
环境，促进了康养旅居产业在这里蓬勃发
截至 6 月 23 日 17 时商品下架，
线上销售
展；老食匠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递着英 总金额 544521 元。其中，
销售
“攀枝花故事”
雄城市的三线情怀；立新养殖精细生产的福 钛产品 106 件，销售额 10067 元；销售芒果
宝鸡蛋，透露出东区企业家的良心与担当； 20535 斤，销售额 145126 元；销售福宝牌无
销售额 120924 元；
销售老
“攀枝花造”钛产品登陆直播平台，让广大网 公害鸡蛋 2625 盒，
食匠端午礼盒 5486 件，
销售额 268404 元。
友对
“钛享生活”有了更加直观地感受……

诚意满满送礼包
活动通过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向广
大网友展示了英雄攀枝花的城市形象，也通
过讲好攀枝花故事，串联起魅力东区的动人
篇章。
跟随场外主播的脚步，广大网友看到了
不一样的东区——阿署达绿色生态的人居

陶泓霖

主题和内容，多角度、多形式地将宣传效果
做到最大化，东区直播购物节共拍摄制作微
视频 6 个，设计宣传海报 24 张，网络推文 12
篇。同时，设计制作 2000 张线下宣传海报
分发到街道、镇、社区、村，让本地市民也能
够充分的参与进来。
通过各大媒体的互联互通，
“‘攀’望的
生活——魅力东区，您的康养‘东’道主”直
播活动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作为主城
区的东区正全力书写“攀枝花故事”的东区
篇章。

各大媒体齐聚焦
直播活动不断掀起高潮，
离不开《人民日
报》、
新华网、
《四川日报》、
四川电视台、
《攀枝
花日报》、
攀枝花广播电视台等国家、
省、
市主
流媒体的共同关注，全媒体形式的广泛传播
为扩大攀枝花城市品牌影响力提供了更加广
阔的空间。
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阿署达走进了网

友们的视野，攀枝花钛产品走进了人们的生
活。特别是网络慢直播，让网友们在直播间
里看到了立新养殖的科学化管理，看到了攀
西大裂谷的繁华东区。随着直播活动的不断
深入，
再加以区长的互动推介，
魅力东区的城
市形象在网友们的评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前期、后期宣传的特性，策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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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主题文化活动
七月陆续推出
本报讯（记者 陶泓霖 特约通讯员 罗本平）6 月 28
日，东区召开庆祝攀枝花开发建设 55 周年暨成昆铁路通车
50 周年纪念活动七月主题活动工作推进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东区将在 7 月开展系列活动，为市民提供一场丰富的文
化
“大餐”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打造三线文化品牌，
加快推进攀枝花区域文化高地和国
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
彰显
“英雄攀枝花·阳光康养地”
独特魅力，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按照“以线上活动为
主，
举办小而散的活动”
疫情防控要求，
东区认真策划系列主
题活动，
积极营造庆祝攀枝花开发建设 55 周年暨成昆铁路通
车 50 周年的浓厚氛围。从 7 月 1 日起，东区将陆续推出“锻
山·花色”
纪念三线建设——魅力东区图片系列展、
“寻三线足
迹重走矿山路”
体验活动和获奖作品集中展示、
展播等。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交接签约
本报讯（陈燃 记者 陶泓霖）6 月 23 日下午，东区人
民政府与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市东区国有企业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交接签约仪式举行，标志着十九冶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了解，目前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共有 11177 名退
休人员，4 至 6 月办理退休人员 24 名，预计下半年办理退休
人员 48 名。此次十九冶社会化管理交接人数为 11249 名，
已确定组织关系转移东区退休人员 1089 名。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东区与十九冶将继续精诚合作，全
面把握政策要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服务移交工作，集中力量将尚未实行社会化管理
的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移交街道和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
为广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提供公平化、均等化服务，切实保
障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合法权益，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共享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

浓浓端午情

东区积极探索
社区医养服务新模式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
子，洒白糖。今年端午节，东区各街道、社
区等都举办了包粽子等活动，弘扬传统文
化，联络邻里感情，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让
居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参与到文明社区
创建活动中。
（本报记者 陶泓霖 摄）

本报讯（记者 陶泓霖）近日，记者从东区民政和扶贫
开发局获悉，东区通过创新问诊方式、优化转诊服务、强化
健康监测等，积极探索社区医养服务新模式，为奋力推动英
雄攀枝花再出发、阳光康养地开新篇不断注入
“东区力量”
。
围绕创新问诊方式，
东区组织医院、
社区、
养护院开展三
方合作，
在康养中心附近开设健康小屋，
内设体检室、
诊断室、
康复理疗室，
患者通过体检室内健康一体机自助测量身高、
体
温、
血压等基础数据，
自动上传至医院平台。医生以视频电话
形式，
利用就诊室内的电脑提供 7×24 小时问诊服务，
相关药
品通过快递方式送至患者手中，
实现
“零跑路”
。
优化转诊服务，
东区开通了社区转诊
“绿色通道”
，
协调养
老机构按照就近便利原则，
与医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签订服务协议，
免除确诊疑难病症的老人挂号建档、
初诊等重
复步骤，
转诊可直接送往相应医院做血尿、
心电、
放射等进一
步检查，
实现无缝对接，
提高确诊精度和救治效率。
为强化健康监测，东区联合电信部门等，免费为高龄老
人和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疾病老人安装“照护宝”
“孝心手环”
便携健康监测设备，提供紧急救助、实时追踪、双向通话、一
键报警等服务功能，并邀请医生护士前往健康小屋康复理
疗室，
传授骨折复健、心血管保健等护理技能。

光明社区开展端午节文艺汇演。

金福社区居民和“蓝朋友”一起包粽子。

“渡口首席”康养综合体
落户东区
本报讯（记者 陶泓霖 特约通讯员 罗本平）近日，
“渡口首席”康养综合体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该项目预算静
态总投资额为 15 亿元。
根据协议，
“渡口首席”康养综合体项目由四川盈耀发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川正弘兴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投资建
设，选址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片区金华巷，总占地约 119 亩，
总建筑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将建设中高端适老居住社区、康
养公寓、
酒店、
写字楼、
商业文化街等。项目开发年限为 3 年，
按时序分期推进住宅一期、
住宅二期、
商业三期建设。

银江水电站项目建设
有序推进
大渡口街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旱地龙舟赛。

大渡口街道组织的包粽子活动引来小朋友围观。

东区：坚持党建引领
“放大”基层治理效能
本报讯（杨朝钦 记者 陶泓霖）6 月 28
日，记者从东区区委组织部获悉，近年来，东
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组织建设、制度创新、
基础保障、能力提升，通过抓组织强核心、抓
机制强引领、抓保障强根基、抓弱项强治理
的“四抓四强”工作方式，不断提升城市基层
治理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城市基层治理制
度创新和能力建设。
推行“支部建在小区、组织覆盖楼栋、党
员联系家庭”工作模式，实现城市社区组织
全覆盖。东区在抓组织强核心过程中，积极
建立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赋予街
道社区党组织对辖区重大事务的建议权、协

调权、反馈权和参与权，以及对驻区单位和
在职党员的评价权，大力推进全省街道管理
体制改革试点，建立改革试点“1+8”制度框
架，通过对街道明责、赋权、增能、减负，剥离
街道招商引资职能，让街道党工委聚焦抓党
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
在抓机制强引领方面，东区成立了区委
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委员会，完善责任机制，
探索构建城乡基层治理“2+3”制度体系，将
抓城市基层治理纳入班子、书记、班子成员
抓党建工作责任“三张清单”，纳入班子目标
考核和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
核内容。

围绕抓保障强根基，东区不断强化社区
专职工作者选、育、用、管工作，通过规范管
理、畅通渠道、强化激励，建强社区工作者队
伍。推行“基本报酬+绩效报酬+荣誉奖励”
制度，使社区工作者人均基本报酬较以往每
年提高约 1159 元，人均绩效考核奖励达到
每年 7500 元。区财政每年投入 2500 万元
用于社区建设和治理服务，每百户常住居民
配套的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
达到 2 万元以上。按照“双 400”建设目标要
求，东区累计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改扩建
社区办公用房 60 个，新建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 4 个，争取大企业共驻共建用房 2 万余平

方米。
通过抓弱项强治理，东区积极引导驻区
机关、
企事业单位、
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
基层共治，
成立了东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吸引 182 个各类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推行党组织引领下的小区治
理
“四会”
模式，
让居民自己人解决自己事，
做
到“小事不出小区、难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
街道”
。建成
“一站式”
公共服务平台 85 个、
便
民服务网点 2000 多个，
将 129 项民生事务纳
入受理服务范围，
积极推行
“三延”
服务模式，
形成了
“逢四说事”
“相约星期四”
等一批叫得
响、
立得住、
可推广的工作经验。

本报讯（记者 陶泓霖 特约通讯员 罗本平）
“开挖
边坡主要是完成省道 214 线改线，需要开挖的土石方量达到
80 余万立方米，计划 7 月底、8 月初完成边坡开挖工程，同时
改道的路基基本形成。”近日，银江水电站项目现场工程师
李伟向记者介绍。
银江水电站是国家、省、市三级重点工程，装机容量 39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 15.69 亿度，是我国金沙江中游“一库
十级”规划的最末一级，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四川省电
力体制改革部署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被列入四川省 2019
年五大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高峡平湖将环绕我市主城
区，届时水在城中、水城相融的壮美画卷将展现在世人面
前，对提升攀枝花水域景观和防洪标准、改善区域生态本底
和城市形象、建设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等，
具有重要意义。
自去年 7 月开工以来，银江水电站各项建设工作有条不
紊，
持续推进。由于现有道路需要改线，
新路基向山体方向内
扩，
地面将抬高 8 米左右。目前，
每天早上 7 点到晚上 10 点，
100 余辆载重货车、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不停施工，有序推
进项目建设。完成省道 214 线改线后，项目将进入电站主体
建设阶段，
预计今年 9 月开始银江水电站导流明渠施工建设，
2021 年底实现金沙江截流，
进行电站大坝的施工建设。
“项目
计划 2025 年实现首台机组发电，2026 年全面完工。我们抢
抓时间，
力争在 2024 年实现首台机组发电。
”
李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