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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责任使命 忠诚履职担当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监察工作委员会举行揭牌仪式暨宪法宣誓仪式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天府新区“一点一园一极一
地”的战略定位和重大要求，落
实好成都市国际化营商环境建
设年动员大会精神和天府新区
成都党工委管委会关于全域国
际化社区建设的安排部署，兴
隆街道致力于打造凸显高科技
支撑、高效能政务服务的国际
化社区标杆——兴隆湖国际化
社区示范点。

兴隆湖国际化社区位于
天府大道中轴线东侧，地处
成都科学城核心区，是公园
城市首提地、科技研发聚集
地、新经济成长地、国际赛事
举办地、市民休闲网红地。为
彰显天府新区独特的人文景
观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扩大
兴隆湖社区知名度、美誉度，
兴隆街道办事处面向全球征
集兼具国际时代气息和深厚
文化底蕴的标识（LOGO），总
奖金4万元。

据悉，国内外所有关注、支
持天府新区发展的个人和单
位，均可按照规则参加征集活
动。按规则规定的时间和方式
送达应征作品的，均可成为本
次征集活动的应征者。总奖金
4万元，一等奖1名，奖金16800
元；二等奖2名，奖金6800元；
三等奖3名，奖金3800元。主办
方将从获奖的六份作品中选中
一份作为本次征集的标的方
案，并应用在各种载体上进行
推广使用。

天府之声记者 钟劼霓

■作品发送
所有应征作品请发送到主

办 方 指 定 的 电 子 邮 件 ：
2051694854@qq.com。投 稿 送
达时间以主办方电子邮箱接收
的时间为准。
■详细资料获取

登录成都天府新区官方网
站（www.cdtf.gov.cn），进入兴
隆湖社区标识（LOGO）全球征
集活动页面查看详情并下载相
关资料。

3月7~9日，由国家节能中
心指导，中国节能协会、四川省
新能源产业促进会、广东省节
能协会、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9 中国
国际储能、清洁能源博览会在
西博城举办。此次展会展示面
积达20000平方米，超过300家
国内外参展商在现场展示从事
充电设备、充电桩产品及储能
技术的最新产品和技术，超过
200 多个采购团和 30000 名专
业观众到现场参观交流。

天府之声记者在展会上看
到，以充电产品整机、储能技术
和相关配套解决方案及连接装
配作为主题，汇聚了充电设备
和储能技术产业上下游企300
多家，展示新科技，共同探讨行
业发展之路。

展厅内陈列着各种大型清
洁能源装备，来自广东的参展
商表示，此次博览会上有很多
目标客户，展会效果超出预期，
西博城的硬件条件非常好，能
够摆放下长达几米的装备。同
期 ，“2019 成 都 国 际 充 电 站
（桩）技术设备展”作为“2019
中国国际储能、清洁能源博览
会”期间重点推出的专题展，是
为了响应“中国智造 2025”国
家战略，以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促进全民低碳环保、节能降耗
理念，展示我国清洁能源“光、
储、充”等将领域的新产品、新
技术、新设备，借助 2019 中国
国际储能、清洁能源博览会所
搭建的平台优势，共享数万名
优质采购商资源，同时，展会期
间还邀请行业知名专家、学者
和企业代表就行业前沿话题举
办主题论坛会和研讨会，为参
展企业搭建切实的发展平台，
创造更多的市场拓展机会。

天府之声记者 钟劼霓

国际储能
清洁能源博览会
在新区举办

奖金4万元！
兴隆湖社区
面向全球

公开征集LOGO

3月11日，天府新区成都监察工作委员会揭牌 摄影记者 王天志

■成都天投集团
种“希望之树”认领闲置花箱

3月12日，成都天投集团在天
投实业公司承建的成都科学城生
态水环境工程下游 2 区开展了以

“让城市拥抱森林、建设大美公园
城市”为主题的植树活动。在植树
现场，志愿者们扶苗、培土、围堰、
浇灌，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齐心协
力，种下一棵棵“希望之树”。

同时，在3月12日上午，天投资
管公司党总支和工会动员党员、团
员、志愿者对兴隆湖湖滨广场152个
闲置花箱开展自愿认领活动，认领期
限为一年，认领期间各认领人员对
花箱进行管护，增强大家的责任感。

3月12日上午，天投建设公司
一行到北部组团生态间隔带项目
开展植树活动。

■太平街道
感受劳动快乐为太平增绿添彩

3月12日，太平街道开展2019
年春季义务植树活动，为街道生态
环境增绿添彩。

上午10点半，太平街道30余
名党员干部来到桃源村，开展
2019 年义务植树活动。他们干劲
十足，亲手将一棵棵树木载种在这
片山上，既感受到劳动带来的快
乐，更为街道生态环境增绿添彩。

■煎茶街道
新栽500株樱花树成为风景

3月12日上午，煎茶街道机关干
部职工、村（社区）干部、青年志愿
者120余人在平安村9组宜林地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热火
朝天的景象，有的挥锹挖坑，有的
填土浇水，道道工序细致认真、有
条不紊。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500
余株新栽的樱花树便迎风挺立，为
春光明媚的三月增添了一抹盎然
的绿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籍田街道
种下一棵树为家乡增添一份绿

3月12日，籍田街道组织机关
党员干部20余人到天府粮仓开展
植树活动。

到达目的地后，参与植树的机
关党员干部挥动铁锹、挖坑栽树、
培土填坑，提水浇灌，每一个植树
环节都一丝不苟。大家纷纷表示，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既是一种义务，
也是一种责任，大家不仅以亲身实
践为籍田增添了一份绿，更是以实
际行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大林街道
植绿爱绿护绿树生态文明新风尚

3月12日，大林街道组织开展
了一些列植树节主题活动。

大林街道的组织环保志愿者、
宣传志愿者深入村（社区），深入群
众家中，向群众发放了生态文明宣
传资料，向群众宣传植树造林、生
态护绿的理念，并号召群众一起加
入到植树行动中来。同时，组织各
村（社区）约 200 余名志愿者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7场，在11个树木稀
少地点种植树木600余株。

天府之声记者 夏寒 龚靖杰
杨燕礼 摄影报道

龙柱碧桃、樱花、银杏……3
月12日上午，和煦的春风吹拂着，
大林街道五台山上的一处斜坡人
声鼎沸，在“履行植树义务 共建
公园城市”为主题的 2019 年春季
义务植树活动的号召下，100余名
环保志愿者来到这里，为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天府新区段种下一
片新绿。

这里是天府新区义务植树活
动主会场。当天，天府新区还在各
街道和成都天投集团分别设置分
会场，以不同形式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累计种植树苗6900余株，2000
余人次参与活动，新增绿化面积
4.6万平方米，掀起了新区加快推
进全域增绿增景、不断夯实公园城
市绿色生态的新热潮。

全民参与
国际友人植树忙

你植树、我培土；你浇水，我
挖沟。铁锨、锄头合奏出一曲劳动
交响曲，打破了大林街道五台山
的宁静。这里是天府新区 2019 年
义务植树活动的主会场。

“这是我亲手种的树，太有意
义了！”23岁的景棋是2018年落户
新区的蓉漂人才。一到新区，加入
了蓉漂人才党组织，又进入了微
信群，她就有找到了家的感觉。

“新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都会在
党员群里发通知，邀请大家参

加。”这不，看到义务植树活动的
通知，景棋立刻就报了名，“建设
公园城市，绿化是非常重要的，需
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新区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周胤是带领景棋和其他
蓉漂青年人才参加植树活动的

“群主”。他介绍，人才新政实施
后，落户新区的青年人才增多。义
务植树活动的消息得到了在新区
的青年人才的积极支持，“刚把消
息发出去，就不断有人@我报名，
建设公园城市人人有责，他们都
想出一份力”。

义务植树活动主会场还有多
位国际友人参与。来自委内瑞拉
的 Francisco 就是其中之一。他是
新区企业MicroMooc的外籍软件
工程师，来到新区工作仅仅 6 个
月时。“我小时候喜欢种花，亲自
种树还是第一次。”从小，Francis-
co 就是环保热心人士，喜欢参加
各类环保活动。来到天府新区，他
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漂亮的环
境，还特地去了解过什么是“公园
城市”，也在心里勾画过按照公园
城市标准建设的天府新区未来的
美丽景象，“天府新区是一个非常
美丽的地方，很开心我能参与她
的建设”。

据悉，植树活动结束后，接下
来，新区环保和统筹城乡局、各街
道还将派出专人，重点关注已栽
种树苗的存活情况。

全域增绿
今年增绿1万亩

自成立以来，天府新区坚持
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以夯实绿色生态本底、
优化提升生态绿地系统、塑造生
态园林特色为目标，全面落实

“成都增绿十条”，努力推进全域
增绿增景。

“2019年，我们将加快推进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全面实
施村级道路多彩化、重要区域景
观化，提升绿量和绿化品质，塑造
大美公园城市形态。”环保和统筹
城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域推
进增绿增景，夯实“公园城市”绿
色本底是年度重点工作之一，“以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为核心，今
年计划新增造林1万亩。”

据悉，为保障这一目标顺利完
成，天府新区已经启动《天府新区
森林体系规划》编制，全力推动生
态控制区面积占比提升、有效改善
大地景观、提高森林覆盖率、全域
绿化增量提质、城市绿地率和建成
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加。

与此同时，天府新区还拟定
了退耕还林、国有林管护、补偿集
体公益林；完成天府大道沿线节
点等重要区域景观提升工程等全
域增绿增景重点项目。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摄影记者 王天志

新区举办丰富多彩的2019年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义务植树6900株
新区新添了一抹绿

各分会场活动

成都天投集团职工和志愿者积极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环保志愿者在天府新区义务植树活动主会场植树 摄影记者 王天志

3月11日，四川天府新区成都
监察工作委员会举行揭牌仪式暨
宪法宣誓仪式。天府新区成都党工
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监察工委
主任刘荣华参加揭牌仪式并致辞，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委员、党群工
作部部长林锐主持揭牌仪式。

“希望大家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对天府新区的殷切嘱托，始终
铭记组织赋予我们的充分信任，坚
决担负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
圣职责……”揭牌仪式上，刘荣华
作现场致辞，铿锵有力的话语表明
了天府新区纪检监察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营造风清气正的干
事创业环境，巩固发展良好的政治
生态的坚定决心。

“经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刘荣华为成都市监察委员会
派出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监察工作
委员会主任……”宣誓仪式上，林
锐宣读《任职通知书》，法警护送国
旗，宪法宣誓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国
歌声中正式开始。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
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
守、廉洁奉公……”场面庄严神圣，
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表达了天府
新区纪检监察干部对宪法的尊崇、

对法治的信仰和对人民的承诺，展
现了纪检监察干部的昂扬斗志与
风采面貌，和为天府新区建设成新
时代的公园城市提供坚强的政治
保证的坚定信心。

“在天府新区大部制和扁平化
的管理模式背景下，如何深化拓展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构建廉洁高效
监督体系，如何实现执纪审查与依
法调查顺畅对接，形成纪法贯通、
执纪执法同向发力的高效运行机
制，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与
实践。”天府新区成都监察工委负
责人表示。

据悉，天府新区成都监察工委
作为成都市监委的派出机构，将与
天府新区成都纪工委合署办公，共
同设立7个内设机构，具体负责监
督、执纪、问责、调查、处置等职责。

下一步，天府新区将充分发挥
纪检、监察、巡察、审计、派驻“五位
一体”的联动监督优势，把依规依
纪依法要求落实到监督执纪问责
和监督调查处置的全过程、各环
节，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

新区纪工委副书记、监察工委
副主任，纪工委委员，各街道纪工
委书记、纪工委监察工委机关干部
代表参加仪式。

天府之声记者 张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