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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劝导台

搭建志愿者
激励回馈平台

2017年12月，成都志
愿者网率先在全国搭建起
“开放式”志愿者激励回馈
平台——成都志愿者积分
商城，为全市272万注册
志愿者提供激励回馈。

“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
敢的冲动，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
对方的路照亮，我想我们都一样渴
望梦想的光芒，这一路喜悦彷徨不
要轻易说失望”……今年的新春，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病房内开启
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身戴支具的

“天线宝宝”合唱团唱出了他们的坚
韧，而网络直播连线的另一头，志愿
者们唱出了祝福。

“天线宝宝”是重度脊柱侧弯患
者，每位“天线宝宝”从入院到康复
出院，要经历至少3次以上的高难度
手术。憋气55秒以上，是能够接受手
术的必要条件。因长期身体压迫，不
少患者入院时心肺功能严重衰退。
为挽救更多重度脊柱侧弯患者宝贵
生命，2018年7月至今，感动中国人
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梁益建
博士开出“社会处方”，会同成都云
公益发展促进会，针对性设计系列
声乐治疗志愿课程，助力“天线宝
宝”心肺功能达到手术规定指标。

让“天线宝宝”们唱歌，不仅是

鼓励也是锻炼。四年来，项目发动音
乐学院师生、中小学教师、海归留学
生等20余名志愿者，设计发声吐息
练习、口风琴课、声乐等课程内容，
开展常态化声乐课堂，举办“夏日音
乐会”等主题活动140余场，服务
4500余人次。《我们都一样》是“天线
宝宝”合唱团的团歌，也是志愿者们
的祝福。

田鹏老师是“天线宝宝”声乐课
堂的第一位志愿者，每周三都会到
三医院教“天线宝宝”们唱歌，用此
方法锻炼他们的心肺功能。从三伏
天到数九隆冬，《送别》《成都》《同一
首歌》《梨花又开放》……这些歌曲
变成了固定练习曲目。她说，“能够
帮助宝宝们打开折叠人生，看到他
们开心、充满希望的模样，我也有了
信心和力量。”

目前，已有500余名患者走上手
术台，165位患者已康复出院，包括
入院时生命垂危、心肺功能衰竭、无
手术指征患者30人。志愿者们还发
起众筹，成功资助38位家庭贫困天
线宝宝完成康复治疗。

成都市志愿服
务记录数据逐
年增长

全市累计志愿服务时
长从2012年的103万余
小时增长到2020年的
474万余小时；

有志愿服务记录的志
愿者，20岁至50岁占比超
过60%，中青年志愿者是
主力军。

帮助“天线宝
宝”打开折叠
人生

目前已有500余名重
度脊柱侧弯患者走上手术
台，165位患者已康复出
院，包括入院时生命垂危、
心肺功能衰竭、无手术指
征患者30人。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幸福底色，是城市的内在气质。每一次斑马线前
的礼让，每一次餐桌上的光盘，每一次俯身捡起垃圾，每一张志愿者的
笑脸，都是文明的缩影。9月29日，成都市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暨争
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动员大会召开，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要举
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形成全社会同心抓创建的良好态势。

其实，连续五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的成都，把温暖成都的
底色刻在了城市的价值和品牌中。成都市志愿服务记录数据呈现逐年
增长态势，数据显示，全市累计志愿服务时长从2012年的103万余小
时增长到2020年的474万余小时；有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20岁
至50岁占比超过60%，中青年志愿者是主力军。数据背后，有动人的
故事，也有激发市民热情、提升治理能力的机制。

8月18日下午，“友善成都 美
在志愿——每周一小时 成 都 志
愿者带你画成都”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走进许燎源博物馆，青
年艺术家周栓林以成都志愿者的
身份，手把手教小朋友们画创意
熊猫“滚滚”。

这场活动的门票和礼物都是钱
买不到的。活动前，所有进场的小朋
友都是成都少年儿童志愿者，他们必
须利用“300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活动
入场券。活动后，主办方还在网上开
启了点赞通道，获点赞前六名的少年
儿童志愿者将获得“暖心礼包”一份，
而这些礼包也是成都志愿者积分商
城采购的残障人士手工品，只为助力
残障人士就业。

2017年12月，成都志愿者网率
先在全国搭建起“开放式”志愿者
激励回馈平台——成都志愿者积
分商城，为全市272万注册志愿者
提供激励回馈。商城依托成都志愿
者网全流程管理系统，通过志愿服
务时长与商城积分自动转化等功
能，为参与服务注册志愿者保存完
善的服务记录，并同步生成志愿服
务时长和积分，志愿者可用积分在
商城进行礼品和服务兑换。

“ 积 分 商 城 是 一 个 开 放 式 平
台，成都市各区（市）县、街道、社
区、爱心企业、社会机构等均可入
驻，上传物品及服务。”项目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平台采取“众筹”
模式，聚合社会资源与爱心，丰富
积分商城物品类别。目前，积分商
城实物和服务已增加至1400余种，
涵盖保险、出行、游览、医疗、文化
服务等多方面，包括景区门票、公
交卡、体检卡、通讯卡、手工品、日
用品、餐饮券及丰富的文明实践活
动 参 与 名 额 等 ，“ 所 有 商 品 均 可
100%通过积分兑换，不需要额外支
付费用。”

这些商品都来自于志愿服务“朋
友圈”，由成都市文明办及全市459家
爱心志愿联盟成员提供。成员单位包
括大熊猫基地、成都三和老爷车博物
馆、许燎源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
工商银行、贝壳找房、喜马拉雅、小郡
肝火锅串串香等企业单位。“平台有
效构架起成都志愿服务激励回馈朋
友圈，营造全社会礼遇志愿者浓厚氛
围。”该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帮助“天线宝宝”
“感动中国”医生开出的“社会处方”

礼遇志愿者
搭建“开放式”

志愿者激励回馈平台

成都志愿者积分商城页面截图

志愿者教“天线宝宝”唱歌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天气转晴，美
食聚集的街区仍然是游客和成都市民
的打卡地。位于成都成华区的建设巷
就是有名的网红美食街，然而记者探
访发现，食客们随地乱扔垃圾的不文
明行为，让美食街的形象大打折扣。

不少食客随手扔垃圾
纸巾竹签纸盒随处可见

10月7日上午11时许，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在建设巷看到，排队购
买小吃的市民和游客已经挤满人行
道，有的队伍甚至排到马路上。伴随人
潮一起出现的，还有纸巾、竹签、纸盒
等白色垃圾。

建设巷12号院楼下，短短50米长
的街道密集地分布着数十家店铺，烤
蹄花、现打虾滑、鸡翅包肥肠……排队
的食客大多一手托着餐盒，一手拿着
食物。对于使用过的纸巾和一次性手
套，不少人将垃圾随手丢弃。

人行道上，竹签、纸巾、纸盒等垃圾
随处可见。路边的排水井盖内，布满了食
客丢弃的竹签、纸巾和食物残渣。油渍斑
驳的地面上，塑料包装袋随风飘荡。

记者注意到，就在食客身边，路旁
沿隔离带摆放着9个垃圾桶。地面上一
片狼藉，这些垃圾桶尚未装满，部分食
客甚至把吃完的餐盒摆放在垃圾桶的
上沿而非丢进垃圾桶内，风吹过，盛有
汤汁的餐盒很容易泼洒到地上。

“小吃一般都是小碗的，还有很多

汤汤水水，做到不洒不漏都难，经常图
省事就把签子随手丢了。”一位食客告
诉记者。

一条路有十多个垃圾桶
大部分垃圾是环卫工打扫后投放

在建设巷周边从事环卫工作的徐
师傅告诉记者，垃圾桶越来越大，但地
上可见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不
是垃圾桶的数量赶不上垃圾增长的速
度，而是不文明就餐习惯大大增加了
清理的难度。

“半米宽、1米长、1米深的垃圾桶
在建设巷算是最大号的，整条路上有
十几个这样的垃圾桶，可以灵活布置。
每天建设巷产生的垃圾至少可以装满

十个这样的垃圾桶，其中大部分垃圾
是我们扫完装进去的，不是食客们自
己扔进去的。”徐师傅告诉记者。

路边另一位环卫人员告诉记者，
食客们随手丢弃的竹签不仅不容易清
扫，还很容易滚到排水井内，为后期的
清掏工作带来困难。

徐师傅每天早上6点上班，晚上12
点下班，中午11点就开始了一天最忙
碌的时候。“中午还算好，只是人比较
多，到晚上车也多了起来，给清理工作
带来很大的难度。”

记者注意到，即便是中午，徐师傅
扫扫停停，半个小时也没有清扫完50
米长道路的一侧。“建设巷的人太多
了，不文明的行为也多。白天有十来个

同事负责打扫，忙起来每50米就要有
一个人，不然根本搞不定。晚上十二点
到凌晨五点还有专门的深夜组，进行
收尾工作。”徐师傅说。

街道办回应：
将加强巡逻
继续强调商家“门前三包”

“如果食客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我
们很难保持好临街的卫生。”建设巷一
家火锅粉店的老板无奈地告诉记者，
店铺在沿街的树和电线杆上都挂了保
持卫生的提示牌，员工也会尽可能清
理食客产生的垃圾，但客人大多随手
乱丢，加上忙起来之后很难顾得上打
扫，路边的垃圾很容易泛滥。

几位在建设巷周边清扫垃圾的环
卫人员告诉记者，商家几乎做不到门前
卫生的及时处理。“一家店铺只有两三
个人，中午到晚上基本上生意都不错，
商家根本顾不上街面的打扫，不及时清
理就会随风飘走。”

记者将建设巷内不文明丢弃垃圾
的现象反馈到猛追湾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中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门前
三包”的要求，商家有义务做好门前的
垃圾清理工作，高峰时段商家人流量
剧增，中队也会加强巡逻维护好秩序。
下一步中队将继续向商家强调清扫义
务，同时希望广大市民和游客注意文
明就餐，让手中的垃圾不落地，规范投
放垃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叶燕 王培哲 摄影报道

474万余小时志愿服务
背后的温暖成都

成都首个“按大学理念办社
区”的开放式阅读共享空间——
成都市双流区与文轩集团共建的
空港“文轩Books青年阅享空间”7
日在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
区双兴社区投用。

双兴社区是一个年轻的社
区，2009年6月动工，2011年12月
才投运。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也
很年轻，数据统计，这里有19194
人 ，18-25 岁 的 年 轻 人 占 比
71.12%。双流区黄甲街道双兴社
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双兴社
区不仅年轻，也非常特别，这里是
成都首个产业社区。

据介绍，双兴社区总占地面
积362亩，分为一、二社区，入住有
仁宝、纬创、中电熊猫等重点企业
26家，有宿舍楼16栋、宿舍3885
间、床位25739个，现有入住员工

19194人。
从学历结构上来讲，初中及

以下占比2.9%，高中占比36.5%，
大专占比37.8%，本科占比19.8%，
研究生占比3%。

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都是企
业管理人员和产业工人，“他们白
天在这里的工厂上班，晚上在这
里的宿舍休息。实际上，生活挺单
调的。”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阅享空间的开放，他们将
享受更多的文化大餐。同时，这里
将营造社区大学式场景，未来还
有“空港新居民大学”“双兴讲堂”
等项目。

据介绍，文轩Books青年阅享
空间面积2700平方米，有上下两
层，藏有4万册书籍。这里的书籍
可以购买，也可以租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网红美食街上垃圾乱扔网红美食街上垃圾乱扔
品尝了美食 别煞了美景

服务2万产业工人

成都首个产业社区开放式
阅读共享空间投用

环卫工人清扫垃圾

上接01版 近3年，成都投入
大型体育场馆建设经费超过180
亿元，推动大型体育场馆提档升
级，助力市民参与运动健身。据成
都市体育局统计，截至“十三五”
末，成都体育场地共建成5.5万
个，仅2020年全市公共体育场馆
就已免费或低收费接纳锻炼人数
423.93万人次。

近年来，成都文创、旅游、体
育、餐饮、音乐、会展六大产业快
速发展。其中，2020年，成都体育
产业总产值突破800亿元，较2017
年增长43.4%。

大运会和成都将成就彼此

如今，更多提升幸福指数的
场景正逐渐显现，并向世界展示
成都之美。

站在主体育场观景平台上，
可远望龙泉山的四季美景；碧水
如镜的东安湖，绿意盎然的体育
公园，让“绿色大运”跃然眼前；

体育公园内设图书馆，体育与文
化相得益彰……除了东安湖畔
的世界大运公园，成都还配套升
级锦城公园、锦江公园、青龙湖
公园、江滩公园等10个成都大运
主题公园，“公园即城市”的大运
场景不断提升着城市美感和市
民幸福感。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
委会副主席于再清认为，大运会
是综合性体育盛会，“通过大运
会，市民能够增加对体育赛事和
文化交流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国际交流的大舞台，大运会
和成都将成就彼此。”

这里是成都，让世界看见成
都之美；有朋自远方来，让成都更
多了解世界。即将到来的大运会，
将向世界展示成都之美，同时也
将为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铺展更
美的文化底色。这是成都故事的
生动讲述，也是面向未来的热情
拥抱。 据人民日报

近日，成都科技企业频频传
来捷报。科创板上市委2021年第
74次审议会议结束，成都企业海
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创药业”）首发事项获通过。
这也意味着成都科创板军团又
将扩容。

此前的9月23日，中航（成都）
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上市正式获受理。值得一提的是，
中航（成都）无人机旗下的翼龙无
人机还是“中国制造”一张名片。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今年以
来，成都科技企业密集上市。在科
创板领域，企业上市进程明显加
快，仅今年上半年就有7家科创板
企业上市，截至目前有11家成都
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

在创业板领域，随着华融化学
9月29日在创业板IPO获通过，成
都也即将迎来第4家创业板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科技企
业密集上市背后，全国各地的明
星创投机构在陪跑。以海创药业
为例，在最新一轮融资中，就出现
了超30家投资机构的豪华阵容，
包括洪泰基金、国海创新、英飞尼
迪、方正和生、德诺资本、勤道资
本、中科融信等。

2021年以来，成都科技型企
业密集上市。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在创业板领域，随着华融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融化学”）9
月29日在创业板IPO获通过，成
都创业板企业又添一员。公开资
料显示，华融化学成立于2000年，
总部位于成都彭州，公司致力于
高品质氢氧化钾绿色循环综合利
用，主要产品为高品质氢氧化钾。

8月24日，成都企业雷电微力

（301050.SZ）正式登陆深交所创
业板，这也是继药易购（300937.
SZ）、川 网 传 媒（300987.SZ）之
后，今年成都第三家成功登陆创
业板的企业。

而在科创板赛道上，成都企
业更是“轰起油门”，驶入快车道。
海创药业科创板首发上会获通
过，这也意味着成都将迎来第12
家科创板企业。

此外，据红星资本局梳理，仅
今年就有7家科创板企业上市，分
别是纵横股份（688070.SH）、极米
科 技（688696.SH）、智 明 达
（688636.SH）、圣诺生物（688117.
SH）、欧林生物（688319.SH）、天
微电子（688511.SH）、国光电气
（688776.SH）。

自2020年4月成都先导率先
上市，截至目前，成都共有11家科
创板企业，成为中西部地区登陆
科创板最多的城市。

从目前上市企业领域来看，
成都的科创板企业主要集中在生
物医药和电子信息，这也是成都
重要的优势产业。此前，据成都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程桦
所言，“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优
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都是成都推
动科创企业上市的发力点。”

据悉，未来成都计划围绕前
沿技术，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
区块链、量子互联、合成生物等
15个新赛道进行战略布局和产
业链协同，建立新赛道企业培育
库，加快培育一批独角兽、行业
领军企业和头部企业、细分领域
隐形冠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申梦芸

成都将迎来第12家科创板企业

海创药业首发获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