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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天府新区的规划发展中，
在成都天府新区的规划发展中
，有这样一群人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带头学习
提高 ，自觉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
自觉坚定理想信念；
；他们带头争创佳绩
他们带头争创佳绩，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
任感，
任感
，埋头苦干
埋头苦干、
、开拓创新
开拓创新、
、无私奉献
无私奉献；
；他们带头服务群众
他们带头服务群众，
，积极帮助群
众解决实际困难，
众解决实际困难
，自觉维护群众正当权益
自觉维护群众正当权益；
；他们带头遵纪守法
他们带头遵纪守法，
，自觉遵
守党的纪律，
守党的纪律
，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他们带头弘扬正气
他们带头弘扬正气，
，发扬社会主
义新风尚，
义新风尚
，敢于同不良风气
敢于同不良风气、
、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他们是新区的建设者，
他们是新区的建设者
，亦是新区基层共产党员
亦是新区基层共产党员、
、党务工作者
党务工作者、
、基层
党组织的一员。
党组织的一员
。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两学一做
党旗飘扬

基层党员党组织
争当新区建设
“排头兵”
基层
党组织

中共成都市公安局天
府新区分局纪检组支
部委员会

全警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 忠诚使命
围绕创建党员示范单位目标，
中共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
纪检组支部委员会立足岗位特点，
大力推进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
廉洁型支部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为各项公安工作提供有
力的政治依靠和纪律保障。
深入开展学党章、讲党课、学
先进典型等活动，打牢全警高举旗
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基
础；立足主责主业，创新推出“三员
合一”监督新机制，将监督执纪关
口延伸到公安队伍最末端，此举被
市公安局作为纪检改革创新点在
全市公安机关推广，并在《廉政瞭
望》期刊、新华网相继刊发推广；实
施信息主导督察战略，开展深度网
上巡查；建立分局特邀监督员制
度，拓宽公安机关与社会各界沟通
的渠道；加大纪检信访举报核查力
度，坚决查纠违法违纪问题。认真
受理核查群众投诉 350 余件，立案
查处民警违法违纪 4 件 10 人，问责
民 警 22 人 。解 决 信 访 难 题 300 余
件，办结化解率 100%，收到群众感
谢锦旗 17 面，赢得群众普遍赞誉。

中共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纪检组支部委员会成员宣誓

基层
党务工作者

贾丽
成都天府新区兴隆街道保
水村党支部书记

搭乘新区发展快车
演绎保水村嬗变

基层
共产党员
杨尚峰
天府新区成都
管委会规划建
设局主任科员

基层
共产党员
张玉
成都天府新区永
兴幼儿园园长

杨尚峰在工作中

脚踏实地干工作

勤勤恳恳做贡献

从 2013 年 5 月作为技术骨干、
从成都市规划管理局调任天府新区
成都管委会规划建设局负责规划编制工作，
杨尚峰以身作则，
组织完成
各类规划 100 余项；
完成镇村规划、
新型社区综合体规划审查 50 余项，
初步建立了新区城乡规划体系。
为积极推动成都科学城规划建设，杨尚峰组织管委会有关部门
和相关设计单位半个月时间吃住在单位，形成了《成都科学城发展规
划》。在提出组团布局、山水相融的规划方案的同时，提炼“指标区域
化”
“用地复合化”的创新规划理念，完成六大产业分区和“十分钟公
服圈”设置，为成都科学城创新发展做好前期研究工作。

刘素琼是保水村 2012 年场镇改造项目的拆迁农户，刚刚做了心脏手术不
久，
贾丽（右）向老人了解她在外过渡的情况，
关心她的身体状况

2010 年 11 月，贾丽就任成都天府新
区兴隆街道保水村党支部书记。5 年多来，
她以直面困难的勇气和迎难而上的魄力，
带领全村百姓真抓实干，搭乘上了天府新
区发展的快速列车，成功演绎了保水村的
嬗变。
2010 年，37 岁的新人贾丽带领一支平
均年龄不到 35 岁的娘子军，俯首甘为“拓
荒牛”，以创建生态文明村为突破口，积极
引导村民增收致富。在她的带领下，短短
几年时间，保水村民人均年收入由以前的
8000 元提高到了现在的 14000 元。保水村
的年度目标考核也从 2010 年的最后一名
跃 升 为 2011 年 第 三 名 、2012 年 第 二 名 、
2013-2015 年连续三年第一名，成为了兴
隆街道名副其实的第一村。

无私奉献 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
任教 27 年以来，张玉坚持深入教育教学第一线，及时了解保教工
作现状，定期开展园本研修活动和专题讲座。同时还不断地外出学习
最前沿的学前教育理念来推动自身专业的成长。
张玉先后荣获双流县“三八红旗手”、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教
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她的带领下，永兴幼儿园于 2015 年 1 月成
功创建了“成都市一级幼儿园”。多名教师获得市级“优秀班主任”、区
级“优秀青年教师”、
“最美女教师”等荣誉称号；教师的多篇论文也先
后获得国家级、市区级奖；幼儿园连续三年获区级绩效考核特等奖。

基层
党务工作者
皮林鹭
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张玉悉心关怀孩子们的生活
传 达 政 令

/

宣 传 政 策

/

用行动诠释职责 用担当注解责任
“80 后”皮林鹭带领着 1000 多人的团队，承担着
天府新区核心起步区——以成都科学城天府菁蓉
中心为代表的 20 多个重大项目的建设。
“项目多、投资大、时间紧、标准高”，员工“人年
轻、阅历浅、经验少”，是皮林鹭一上任就面临的情
况。为此，她与公司班子成员以“抓班子、带队伍、转
作风，抓项目、做表率、出成效”为工作思路，进一步
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指 导 工 作

/

服 务 民 生

皮林鹭（左）带领新入党的同志进行入党宣誓

作用，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广大员工争做新区建设
“拓荒牛”
和创业实干的工作热情。
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公司 2015 年全年完成营业
收入 5200 万元，超额完成目标计划的 179.5%；销售
产值 9.78 亿元，超额完成目标计划的 120%；完成项
目投资 45 亿元，天府菁蓉中心 A 区企业总部顺利通
过竣工验收。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公司的业务量每
年以 252%左右的速度急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