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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青年建设者大展
“突击队”
风采

成都天投集团 3 个青年集体获得 2016 年度成都市优秀青年突击队称号

天府之声
记者日前从有
关部门获悉，
关部门获悉
，在
近期由共青团
成都市委组织
开 展 的 2016 年
度成都市青年
突击队建功竞
赛活动中，
赛活动中
，成都
天投集团天府
菁蓉中心装修
管理青年突击
队 、天府公园项
目青年突击队
荣获工程建设
类 2016 年 度 成
都市优秀青年
突击队，
突击队
，成都天
投集团全资控
股的成都嘉诚混
凝土工程有限公
司安全生产青年
突击队获管理
（服 务）
务）创 新 类
2016 年 度 成 都
市优秀青年突击
队称号。
队称号
。

公里，
分为滨水湿地、
多功能游憩、
滨
水广场、
湖滨风情景观、
休闲体验、
生
态体验 6 个区，
投资约 17 亿元。
自 2015 年 6 月正式动工以来，
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2015 年
12 月起，天府公园进入全面施工阶
段。成都天投集团天府公园项目青
年突击队通过制定详细的总进度计
划、重要节点计划，落实责任人，并
制定项目督建会制度，确保项目建
设高效推进。
2016 年 6 月，天府公园完成绿
化大乔种植；8 月，完成园路透水砼；
11 月，完成实体竣工验收——经过
330 天艰苦奋战，天府公园项目青年
突击队再度刷新了新区建设项目的
时间奇迹。

35 名青年业务骨干
安全生产零事故

嘉诚安全生产突击队获管理（服务）创新类青年突击队称号

近 3 万平米装修任务
确保项目按期投用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成都天
投集团天府菁蓉中心装修管理青年
突击队主要承担着天府菁蓉中心政
府机构、重点企业入驻办公楼装修
工作。为促进新区加快产业聚集，装
修突击队需完成天府菁蓉中心重点
企业、菁蓉中心 B 区 1~3 号楼、1~6
号楼、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共近 3
万平方米的装修任务，确保项目按

期投用，为成都天府新区招商工作
提供保障。
装修范围大、方案复杂、工期紧
张是装修突击队面临的最严峻考
验。为确保完成各项装修任务，带队
领导现场亲自督战，全体人员放弃
周末和节假日休息时间；为加快工
程进度，青年突击队全体人员吃住
在一线，昼夜加班，严格按照节点工
期制定工程推进计划。
在全体青年突击队成员的共同
努力下，先后按期完成了天府菁蓉

中心重点企业诺基亚、清华四川能
源研究院、北航西部国际创新港、亚
信国家网络安全展厅、天府菁蓉中
心 B 区 1~3 号楼、1~6 号楼及成都知
识产权审判庭近 3 万平方米的装修
任务，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装
修任务。

330 天艰苦奋战
天府公园竣工验收
天府公园项目总面积约 1.5 平方

嘉诚安全生产突击队由成都嘉
诚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各岗位青年
业务骨干 35 人组建而成，着力于安
全生产和质量管理工作。
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
由突击队
带头，
坚持对公司安全生产和质量管
理重点管控。根据项目业主方的要
求，在保证产品质量、生产安全的前
提下，嘉诚安全生产突击队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供应成都天府
新区在建项目创新中心、鹤林安置
房、
四号地块等项目供应水泥混凝土
及为杭州路路面工程供应沥青混凝
土，并坚决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方针，确保公司全年安全生产
事故为零，
重大事故为零。
潘允瞳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打造文化品牌 诚邀文创人才到新区
携手中国五大美院，2017“麓山美术馆年度新秀奖”启幕，揭晓 5 位新秀获奖者

8月5日，由
麓山美术馆举
办 的 2017 年 度
新秀奖开幕仪
式暨颁奖典礼
在成都天府新
区盛大启幕。
区盛大启幕
。麓
山美术馆此次
携手中国五大
美术院校美术
馆合作推出以
关注新艺术现
象 、支持具有创
造力的艺术新
秀为核心的艺
术计划正式宣
告启动。
告启动
。
仪式上，
仪式上
，麓
山美术馆馆长
张义表示，
张义表示
，将把
“ 麓山美术馆年
度新秀奖”
度新秀奖
”打造
为新区文化品
牌 ，诚邀国内外
艺术人才来新
区发展。
区发展
。

携手五大美院
评选年度新秀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2017“麓
山美术馆年度新秀奖”是麓山美术
馆携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
美术学院美术馆、四川美术学院美
术馆、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广州美
术学院美术馆五大美术院校美术馆
合作推出的以关注新艺术现象、支
持具有创造力的艺术新秀为核心的
艺术计划。
该计划作为麓山美术馆发展规
划的长期重点项目，于 2017 年 5 月
正式启动。奖项以全国美术院校应
届优秀毕业生为主要关注对象，由
五大美院美术馆馆长各推荐 10 名
本学院应届优秀毕业生，共 50 名青
年艺术家参加最终评选，优中选优，
奖励和推进艺术家成长，为艺术界
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展前，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馆长张子康、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
馆长王易罡、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馆长冯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副
馆长余旭鸿、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副馆长胡斌共同组成的终评委员
会，以投票方式，评选出了中央美术
学院许静文、胡水樑，四川美术学院
赵文悦，鲁迅美术学院崔叶子，广州
美术学院古师承等 5 位本年度新秀

众多观众欣赏麓山美术馆年度新秀奖作品
奖获奖者（无差别奖），获奖者分别
获得 4 万元奖金。
颁奖仪式结束之后，麓山美术
馆还举办了一场“1+5”美术馆馆长
圆桌论坛。

50 名青年艺术家
带来百余件作品
天府之声记者在麓山美术馆看
到，此次参展的 50 名青年艺术家共
带来了 100 余件作品，包括油画、国
画、版画、雕塑、装置、新媒体等多种

艺术形式，分别按院校分布于负 2
楼~2 楼的 4 层展厅内。这些初出茅
庐的年轻艺术家们，个个才华横溢，
个性张扬。
麓山美术馆馆长张义在接受天
府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艺术的发
展和变迁总是伴随着当下社会的思
潮和价值观的转变，艺术家们既要
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成为社会
思潮的开拓者，与此同时也需要以
旁观者的身份成为一名记录者。麓
山美术馆正是以开放的态度，关注
当代正在发生的艺术现象，以学术

的标准，树立高品质的文化标杆，推
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麓山美术馆是在 2016 年成立
的民营美术馆。在建设美术馆的同
时，我们也同时建设了麓山小镇艺
术村，这是一个包括艺术家工作室、
驻留工作室、会客厅、展览馆等在内
的艺术群落。”张义介绍说，2017 年
伊始，麓山美术馆开始思考如何从
青年艺术家的角度关注当下与展望
未来；在五大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鼎
力支持下，启动了‘麓山美术馆年度
新秀奖’的工作，希望联合更多的美
术学院和美术馆来发现与展示我们
今天新的艺术。
张义透露，麓山美术馆还将举
办各种专题的项目研究与展览，并
通过麓山小镇艺术村的驻留项目，
美术馆也将打开与其他国家与地区
的艺术交流与对话，成为一个开放
的，而且非常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平
台。
“我们也非常欢迎今天参展的艺
术家来麓山小镇驻留、生活。”张义
表示，在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管委
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麓山美术
馆有信心将年度新秀奖打造成为新
区的一张文化品牌，并诚邀各方艺
术类人才来新区发展。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9 月
20 日，
观众可以在此期间免费参观。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组建文明劝导队 实现
“柔性”执法
新兴街道组织 26 个“熟面孔”，对不符合环境治理要求的现象进行劝导

在新兴街
道 ，活跃着一支
文明劝导队，
文明劝导队
，这
26 名 队 员 全 是
新兴辖区里有
名的热心公众
事务、
事务
、并且有一
定知名度的居
民 ，凭着脸熟和
性格好，
性格好
，每天在
笑声中就把不
文明现象给改
善制止了。
善制止了
。

柔性执法
这些“执法”队员好脸熟
每天早上 8 点，50 岁的王平珍
准时出现在场镇社区正街一段，穿
着志愿者背心，戴着红袖套，一路上
精心检查着街面清洁卫生，车辆秩
序，和商家“门前三包”情况。看到不
符合城乡环境治理要求的情况，就
立即进行劝导。
“老板，这个店招不能放外面
哈，我帮你搬进去。”
“ 店家，这些垃
圾不能乱倒在门口喔，签了门前三
包责任书的嘛，麻烦赶快清理干净”
“师傅，这里不能停车，前面有停车
场哈，免费停车的，开过去停嘛。”王
平珍忙得不亦乐乎。
看着她来了，周边已经很熟悉
她的商家都笑着跟她打招呼，
“王大
姐又出来执法了哇？”王平珍笑笑，
“是啊，这条街都归我管，大家要多
多支持我工作哈。”说着，将一个摆
在道路上的医疗诊所招牌搬进了屋
内，找到诊所负责人说，
“ 以后招牌

境，打造城乡环境劝导队伍的一个
剪影。在场镇社区的 14 条街道上，
劝导队员的身影不停地活跃着，每
天在自己“包片”的街道上，忙碌着
进行城乡环境文明劝导。

召集 26 个“熟面孔”
组建文明劝导队

文明劝导员纠正车辆的乱停乱放
都摆在店内哈，不要放到人行横道
上，不方便行人走路不说，要是把跑
过的小娃娃绊倒，那不得了喔。”诊
所负责人听了连连称是，表示以后
不再把招牌摆出来了。
这是新兴街道重拳整治城乡环

传 达 政 令

/

“这批劝导队员都是本辖区居
民，热心公众事务，在群众中有一定
的知名度，
有积极意愿参与到城乡环
境治理工作中。”新兴街道相关负责
人告诉天府之声记者，
新兴街道拥有
两个场镇，商贩众多，城乡环境压力
较大。经过研究，坚持“街办牵头、公
众参与”工作原则，率先在场镇社区
成立城乡环境志愿劝导队，
组建一批
26 人的队伍，积极投身到城乡环境
文明劝导工作中，
切实改善沿街环境
卫生
“脏、
乱、
差”
现象。
据了解，劝导队员每天工作的
内容包括：进行入户宣传“门前三
包”内容及完成“门前三包”责任书

宣 传 政 策

/

指 导 工 作

/

的签订工作。
对各商家违反“门前三包”的
情况进行劝导，对不整改的商家配
合执法队进行执法；配合交管纠正
车辆的乱停乱放，设立交通劝导点
等；对场镇范围内市政设施进行巡
查等。
该负责人表示，成立劝导队最
大的优势，就是让本地居民参与本
辖区的环境治理工作，同时能在很
大程度上实现柔性执法。
“在街道上
做生意的商家多数是本地人，乡邻
乡亲互相都认识，甚至还沾亲带故，
当商家出现出摊占道等违规经营行
为时，一味靠城管队员执法，可能会
出现商家的逆反心理，感觉是被管
理。由本辖区居民担任的劝导队员
去说，情况就柔和得多。”经过一段
时间的试运行，文明劝导队运转情
况良好，场镇市容秩序有了较大改
观，下一步拟在街道全域推广，全面
提升城乡环境水平，为打造“幸福美
丽新村”
奠定良好的基础。
任玲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服 务 民 生

慰问部队官兵
共谱军民鱼水情
“八一”前夕，华阳街道相关负
责人走访驻街道部队及学校，为全
体官兵送去节日的祝福和亲切的
慰问，并对官兵们为华阳社会和谐
稳定保驾护航，积极参与地方经济
建设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在武警校召开的“八一”慰问
座谈会上，华阳街道相关负责人和
官兵们畅叙军地深情，共商双拥工
作，驻华阳部队负责同志围绕做好
双拥工作、加强军地团结，畅谈了
体会和收获。同时，为喜迎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华阳街道
积极动员 28 个社区开展了丰富多
样的活动。一是在主要干道路口制
作安放 LED 屏和横幅共计 100 余
条，广泛宣传方针政策和拥军事
迹。二是颁发“优扶之家”、
“光荣之
家”的牌子 592 块，传递拥军优属
正能量。三是组织社区居民和退役
军人进行座谈 28 场，加强居民爱
国拥军教育。四是对生活困难的退
役军人及家属上门关心慰问，共发
放慰问金 125600 元。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系列庆祝活动
铭记历史爱国拥军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进一步巩固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兴隆
街道组织辖区内 11 个村（社区）开
展了系列庆祝活动。一是组织开展
“铭记历史 爱国拥军”文艺活动。
邀请退伍军人、军烈属及现役军人
家属观看对口快板《腾飞中国梦》、
配乐情景故事《红军三娃》等文艺
节目；参观村“优抚之家”活动中
心，通过陈列柜中军功章、勋章，回
顾建军革命历史、感受祖国巨大变
化。二是组织开展“戎马生涯 军人
情怀”观影主题活动。组织党员群
众观看以抗战胜利至建国前夕为
背景的红色电影《开国大典》及以
抗日为题材的《百团大战》等，引导
广大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三是组织开展“军民鱼
水情 欢迎您回家 ”座谈会。邀请
辖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现役军人
家属等召开座谈会。使广大村民更
加了解人民解放军史，明白当今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激发时代责任
感。四是组织开展“八·一”慰问活
动。组织学雷锋爱心联盟慰问 11
个村（社区）共计 780 人，发放慰问
金 6.75 万元、慰问品 780 份，宣传资
料 1000 余份。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夏日送清凉
关爱一线环卫工人
7 月 31 日上午，万安街道开展
“夏日送清凉”
慰问环卫工人活动，
看
望慰问在一线工作的环卫工人，
并为
他们送去凉茶、
矿泉水等夏日饮品。
炎炎烈日下，环卫工人们始终
坚守在保洁岗位上，为城市洁净辛
勤劳作，为万安环境卫生工作做出
了很大的努力。街道综合执法队工
作人员向桂溪、万富两个公司的一
线环卫工人表达街办的关怀，询问
了他们在日常保洁工作情况，以及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并嘱咐大
家要注意安全，尽量采取避高温错
时工作制，保重身体，努力工作，为
创造更加整洁、优美、和谐的生活
环境作贡献。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诵读比赛
提升居民阅读积极性
8月3日，
大林街道
“文化惠民直
通车”
全民阅读专列
“阅读阅美”
经典
诵读活动在斗匠湾村举行，
包括留守
儿童在内的50余人参与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经典诵读、经验
分享以及诵读比赛三个环节。一是
经典诵读，社工组织留守儿童分别
为居民群众阅读了《三字经》
《弟子
规》等中华传统名著。二是经验分
享，斗匠湾村通过前期调查、筛选
出村里具有良好阅读习惯的老者，
为大家从三方面展开分享，即如何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给自身
带来的益处、阅读的方式方法，通
过分享加深了大家对阅读的认识，
提升了大家的阅读兴趣。三是诵读
比赛，社工组织现场群众根据提供
的经典书籍段落，清晰准确、富有
情感的朗诵，由现场评委评根据得
分评出一、二、三等奖，并为获奖群
众送上精美礼品，提升了居民群众
阅读的积极性。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