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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13日从成都益
民集团获悉，2022年，成都又有一大批“菜篮
子”新项目即将上线。成都益民集团相关负
责人透露，2022年，该集团一个首要任务是
构建以“保供”为核心的都市农业和食品产
业建圈强链。2022年，成都益民集团将推动
内蒙古粮源基地、新疆和阿坝肉牛基地提质
增效，有序建设标准化、食安化、适度规模化
的“同城化”蔬菜示范保供基地，布局“1+N”
农产品冷链体系；加快批零市场改造升级与
提质增效，加快形成食品进出口体系。

打造保供中心
年吞吐量预计达百万吨

成都益民集团将在双流投资7亿元打造
“菜篮子”保供中心项目，包括大宗国际食品交
易服务、冷链仓储物流、城市分拨配送、产品研
发中心等功能，建成后将成为全国唯一具备产
业闭环的智慧冷链、仓储、加工、配送一体化的
综合服务中心，年吞吐量预计为100万吨。

2022年，成都益民集团将在成都市中心
城区“5+2”范围内，选取6家益民菜市进行升
级改造，持续营造社区消费新场景，促使“老
菜市”焕发“新光彩”。

在智慧厨房方面，成都益民集团联合上
海麦金地、武侯卫教、成都轨道资源公司，总
投资超12亿元的天府智慧大厨房正在紧张建
设中，预计2022年上半年建成投产。该规划总
面积达55000㎡，总生产能力约为30万吨/年，
将整合食品产业上下游资源，形成智慧美食
产业集群。成都益民集团将以中央厨房为载
体，为大运会工作人员餐厅提供服务。

聚焦社区需求
打造多功能创新消费空间

在社区生活服务体系方面，成都益民集
团将聚焦社区居民生活需求，在2022年也有
一批新项目即将上线。比如，成都益民集团
将打造“蓉逸好邻”益民生活馆，融合打造兼
具美食文化、邻里休闲、养老托幼、双创空
间、社会公益等小而美的多功能创新消费空
间。目前，跃进儿童主题生活馆已经建设完
成，正在试运营。

上述负责人还提到了一个新项目：大曾
坝林盘项目。他透露，该项目位于邛崃天府
种业园，将通过打造农产品种植、销售、观光
体验的特色产业小镇，实现产业发展和川西
林盘的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成为从田间到
餐桌的全过程农业体验和展示窗口。目前，
该项目已经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正在研讨项
目规划设计方案。

成都还将提升以“普惠”为核心的乡村
振兴产融服务能力。2022年，成都益民集团
将充分发挥5种金融牌照产融服务合力，加
快推动乡村振兴基金储备项目投放，创新担
保、小贷、融资租赁等农村绿色金融服务产
品，完善“1+N”产融服务体系，助力成都乡
村振兴及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春节即将到来，成都人的“菜篮子”
“米袋子”供应情况怎么样？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13日从成都益民集团获悉，
依托“大流通”市场，统筹旗下批发市场、
菜市场、粮油企业等资源，广泛协调上游
供应商、生产基地等，确保春节期间“米
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供应充足、品质
优良，确保益民菜市不停业、不歇业，让
市民留蓉过年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益民菜市正常营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益民集团
获悉，为了满足市民春节期间“菜篮子”需
要，所有运营中的益民菜市（包括菜市、社
区店）早上8点至晚上8点正常营业12小
时，覆盖成华区、金牛区、锦江区、青羊区、
武侯区、高新区、天府新区及双流区。

成都益民集团副总经理王祎介绍，
目前，益民菜市各门店共计1500余户商
家将在春节期间留守保供，商家经营范
围涉及蔬菜、肉类、水果、水产等主要农
副产品业态。17家位于益民菜市的益民
全球购进出口食品专区春节期间也将正
常营业，为市民提供300多个品类的优质
进口农副产品。

此外，益民菜市将积极开展丰富多
样的主题促销活动，每日推出爆款秒杀
活动专场，提升节日互动气氛，关爱留蓉
驻守人群。 下转03版

保供中心落地、天府智慧大厨房投产……

今年一大批项目上线
让市民“菜篮子”装得多拎得稳

稳 保供
中心

■ 投资7亿元
■ 年吞吐量预计为100
万吨

智 天府智慧
大厨房

■ 预计上半年建成投产
■ 将形成智慧美食产业
集群

新“蓉逸好邻”
益民生活馆

■ 多功能创新消费空间
■ 兼具美食文化、邻里休
闲、养老托幼、双创空间、
社会公益等小而美的功能

融 大曾坝
林盘项目

■ 农产品种植、销售、观光
体验的特色产业小镇
■ 实现产业发展和川西
林盘的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本届线上年货节展
品约有一半来自市州、
区县，从产地、基地直达
城市餐桌，包括甘孜的
野生菌、高原蜂蜜、高原
菜籽油、藏香猪肉、牦牛
酸奶、乡村米；阿坝的雪
梨、花椒、牦牛肉；大凉
山的盐源苹果、雷波脐
橙、三匠苦荞；“醉美邛
崃”的邛酒、邛茶、绿色
食品；达州“巴山食荟”
灯 影 牛 肉 、旧 院 黑 鸡
（蛋）、唐鸭儿手撕土鸭、
巴山高粱窖酒；自贡“自
然贡品”冷吃兔、火边子
牛肉、富顺豆花蘸水、荣
县春见；内江的黄老五
花生酥、威远柠檬、桑叶
茶；还有遂宁的黑猪肉、
青川的木耳、通江的银
耳、丹棱的椒麻油、剑门
的土鸡等。所有入驻企
业和展品均严格按照展
会准入标准，并有专班
人员跟踪售后。

为保证成交实效，
主办方将在会期通过手
机、户外媒介、各大新媒

体及官方垂类账号等多
平台宣传，为线上年货
节聚集人气；通过与品
牌MCN机构深度合作，
举办启动仪式、爆款年
货抢购、红人推荐家乡
好物、直播带货等活动
大造声势，并借助阿里
巴巴、抖音、京东、快手
等电商平台为线上年货
节引流，致力于办成一
届交易可观、群众满意
的线上年货盛会。

据悉，本届线上年
货节展期21天，将从1月
15日一直持续到2月4日
结束。扫描下方小程序
码，来感受线上办年货
的新鲜体验吧！ 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上万种精品年货来了

四川线上年货节
明日开启

春节将至，成都“菜篮子”“米袋子”怎么样？

放心买 安心吃

1月13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
川发展产业引导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获悉，总规模达100亿
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发展基金（以下简称

“成渝双城基金”）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成功，这标志着成
渝双城基金正式步入运
营阶段，即将实施项目
投资。

成渝双城基金是由
四川发展、重庆渝富集
团、成都交投资本、成都
交子金控投资等10家国
企协作联动、共同发起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命名的基金，基金管
理人系四川发展产业引
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其管理超
过20只基金，投资总额
超270亿元。

“成渝双城基金启
动运营后，资本放大效
应将进一步释放。”成渝
双城基金相关负责人表
示，成渝双城基金将采
用母子基金联动的市场
化运作模式，通过投资
设立行业子基金、区域
子基金、并购子基金等
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国
资国企引领带动作用，
撬动各方资本，打造300
亿基金集群，带动千亿
级产业投资落地。

成渝双城基金将围
绕国家及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重点扶持的产业
发展方向，聚焦集成电
路、智能制造、新型显
示、新材料、新能源、生
物医药、大健康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及智慧城
市、新基建等领域进行
投资布局，通过与四川
发展基金集群协同发
力，以优势互补的良性
投资模式，更好地推动
科技创新应用与产业转
型升级深度融合，促进
成渝两地经济结构优化
调整及产业升级，构建
西部科技创新高地。

作为一只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命名
的基金，成渝双城基金
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该基金将通过多样
化的投融资方式有效促
进两地产业、人口及各
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
高效集聚，在提升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实
力、发展活力及一体化
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基金将
尽快开展项目投资工
作，赶前抓早、落实落地、
凝聚力量、发挥作用，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贡献力量。”成渝双城
基金相关负责人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总规模100亿元

“成渝双城基金”
正式运营

据新华社电 公安部交
通管理局日前部署2022年春
运交通管理工作，分析研判
春运交通安全新形势新特
点，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春运安全
顺利温馨出行。

2022年春运交通安全
风险衍生交织，形势更加
复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
将全警动员、尽锐出战，投

入 春 运 保 安 全 保 畅 通 工
作，统筹谋划好春运交通
管理、冬奥安保、疫情防控
保障等各项任务。严管严
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
驾、强超强会等易肇事肇
祸、易扰乱通行秩序违法
行为；加大农村地区突出
违法查纠，加强学生和“一
老一小”重点群体的针对
性警示提示；落实疏堵保

畅各项措施，加强指挥疏
导和秩序维护，最大限度
保障主干公路有序通行。

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广
大交警辅警严格公正执法、
规范文明执勤，管理不忘服
务、执法牢记文明，主动提供
春运便民服务，及时帮助群
众解决出行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共同营造温暖和谐的春
运氛围。

公安部交管局：全力保障群众春运安全顺利温馨出行

1月15日，第26届四川新春年货购物节线上展
（以下简称“线上年货节”）将正式开启云展。1月13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活动组委会获悉，本
届线上年货节以“安e嗨购·幸福e年”为主题，设置
进口商品、名酒名茶、肉制品等九大主题馆，及成德
眉资馆、邛崃特产馆、重庆特产馆等区域特色馆。

截至目前，已有800余家展商上线入驻，展示展
销精品年货上万种。

此次线上年货节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应用为核心，
依托微信小程序创建线
上年货节平台，可实现
24小时展示、约见、交易
功能，突破了线下展会
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大
大方便观众随时随地上
线逛展。

本届线上年货节以

“安e嗨购·幸福e年”为
主题，设置进口商品、名
酒名茶、肉制品、休闲食
品、粮油调味品、特色农
产品、服装服饰、时尚生
活等九大主题馆，及成
德眉资馆、邛崃特产馆、
重庆特产馆等区域特色
馆。目前已有800余家展
商上线入驻，展示展销
精品年货上万种。

线上年货 全球好物一站购

一半产品 从产地基地直达餐桌

新增75所新优质学校
全市义务教育段
优质学校达612所

建银发乐龄人才库
支持老年人服务
社区教育和治理

关爱老年人 惠及学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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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民菜市曹家巷店 本报资料图片

市民在益民菜市选购猪肉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家华） 1
月12日，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
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施小琳出席会议
并讲话。她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大
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学史明理再深化，学史
增信再锤炼，学史崇德再提升，学史力行
再出发，以“五个走在前列”的奋斗姿态
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第
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凤朝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仲彬、市政协主席
张剡出席。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中央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全
省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精神，宣读了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关于成都党史学习
教育的评价意见。

施小琳在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用

党的优良传统和奋斗历程激励全党凝聚
力量，着眼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部署，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这些重要讲话和论述，贯通历史、现
在、未来，贯穿信仰、信念、信心，具有极强
的政治感召力、思想引领力和实践穿透
力，把我们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提升到了新
的高度，为总结好、巩固好、拓展好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全省党史学习教
育总结会议总结了我省党史学习教育“六
个坚持”的经验做法和“六个进一步”的工
作成效，从“六个持续用力”对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全面部署。我们要全
面把握、深刻领悟，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上来。

施小琳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和
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精神，系统总结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首要是再学习、再领
悟、再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论述，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原
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 紧转02版

持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以“五个走在前列”的奋斗姿态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召开 施小琳王凤朝李仲彬张剡出席

■ 再学习、再领悟、再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悟深悟
透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悟深悟透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悟深悟透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悟深悟透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悟深悟
透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悟深悟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

■ 坚持把加强领导、统筹谋划贯穿始终，坚持把以上率下、层层推进贯穿始
终，坚持把理论武装、立根固魂贯穿始终，坚持把守正创新、丰富载体贯穿始终，坚
持把教育党员、惠及群众贯穿始终，坚持把知行合一、成果转化贯穿始终，全市党员
干部受到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取得良好成效。

■ 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政治建设，持之以恒坚定历史自信，
持之以恒站稳人民立场，持之以恒发扬斗争精神，持之以恒推进自我革命，持续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注入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