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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上午，成都召开了一场坝坝
会——“成都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项
治理现场坝坝会”。现场，成都市住建局建
管处处长谢利军、调研员彭长江前往成都
高新区中和新建安置房（新怡花园）项目，
与企业代表、农民工代表展开面对面、零
距离沟通交流，从基层落实“建筑领域根
治欠薪专项治理”工作。

坝坝会上，不少成都高新区中和新建安
置房（新怡花园）项目的农民工代表围绕务
工过程中权益保护、合同签订、欠薪维权等
问题进行踊跃提问，市住建局和成都高新区
公园城市建设局领导针对每一个问题，与现
场责任单位进行了交流。

每个月只发生活费？
住建局：已经涉嫌欠薪！

14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
到成都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项治理坝
坝会现场。“在跟一些工地项目的时候，班组
长每个月只给我们发一千多块钱的生活费，
其他的工资之后才会结清，请问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农民工代
表在坝坝会上提出了疑惑。

成都市住建局建管处处长谢利军表示，
这种情况已经涉嫌欠薪，“首先你们在项目
里做工的时候是否签署了劳动合同？合同上
是如何约定的？如果班组长未按照合同约定
的条款对工资进行发放，那么你们就可以依
照合同进行维权。”谢利军强调，在一些农民
工讨薪的案例中常常会遇到“一问三不知”
的情况，“跟你签署合同的人是谁？你在哪个
项目进行工作？劳务公司和施工单位是哪
家？这些都说不清楚，那么即便你真的在这
个项目中做了很久的工，仍然存在讨薪维权
不成功的可能。”

因此，他希望农民工一定要具备法律意
识，在签署用工合同的时候要进行备份，或
者使用手机进行拍摄，留下影像记录，“在自
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留
好证据，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等，这些都是讨
薪维权的重要依据。”

到手工资“缩水”怎么办？
及时维权是关键

“请问在结算工资的时候，到手的工资比
我们实际的要少，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
呢？”一位农民工代表紧接着提问。

“如果在结算工资的时候遇到这种情
况，一定要及时拨打投诉电话。在保证投诉
维权时效性的情况下，才能最大化地保障
自己的权益，否则一旦欠薪的事件过去了
几个月，欠薪数额增多，也给化解矛盾增加
了难度。”谢利军强调，“大家一定要熟知投
诉的渠道，除了可以通过住建部门和人社
部门的维权电话进行咨询，还可以拨打区
根治欠薪专项治理投诉举报电话，并且通
过法律援助机构、公共法律咨询服务热线
获取律师的帮助。”

项目经理王政斌也表示：“一些项目
上的农民工进出工地的时候不打卡、让人
代打，这些都会影响考勤记录的准确性，
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工资金额。因
此，不管是农民工自身还是项目工地出入
打卡的负责人，项目上都会对工人的进出
做好记录。”

坝坝会这种接地气的面对面交流方
式，既起到了收集群众诉求、问题反映、
工作建议下情上传的作用，又达到了政务
公开、政策宣讲、答疑解惑的效果。通过
坝坝会平台，架起了建设主管部门与劳动
者的“连心桥”，推动了“根治欠薪”成效
转化，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生 吕佳羽

7月21日至23日，我国举办的全球首个
世界级动力电池行业盛会——2022世界动
力电池大会将在宜宾召开。

7月13日，“翠屏以锂相邀·未来与您同
行”2022宜宾市翠屏区走进长三角推介会暨
项目签约仪式在苏州举行。会上共签约项目
5个，协议总投资约45亿元。

据翠屏区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局长黄娟
介绍，此次签约的5个项目均为动力电池的
配套项目，主要涉及动力电池结构件的细分
领域。“这次与我们签约的企业也非常优质，
随着这几个项目之后的落地，将有利于翠屏
区打造完整的动力电池生态产业链，做优动
力电池的配套项目，也将进一步助力宜宾打
造‘动力电池之都’”。

据介绍，近年来翠屏区围绕宜宾建设
“动力电池之都”，锁定动力电池精密结构
件、隔膜、新能源整车制造等非涉化类产业
开展招商引资。黄娟介绍，截至目前，累计签
约动力电池配套产业项目26个，协议投资额
452.8亿元。“另外，我们目前有重点在谈动
力电池上下游配套产业项目26个，预计总投
资约273亿元。”

接下来，翠屏区将继续围绕服务好四川
时代7-10期建设做牢“强链”工作，围绕动力
电池结构件及隔膜行业细分市场做好“补
链”招引工作，同时对动力电池下游储能产
业进行“延链”招引，构建产业闭环，提升产
业集聚竞争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获悉，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作
品原画沉浸式体验展将于7月
15日至10月31日在成都环球中
心全天开展。

7月14日，记者来到宫崎
骏作品原画沉浸式体验展提
前探访。走进体验展，记者就
被多幅色彩鲜明的手绘赛璐
珞原画所吸引，多部耳熟能详
的动画电影的原画在眼前呈

现。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宫崎
骏作品在中国的一次全景式
呈现，不少展品都是第一次在
中国展出。展览包括宫崎骏作
品手绘赛璐珞原画共计上百
幅，珍贵手绘线稿几十幅。据
了解，本次展览还首创沉浸式
双展模式，将沉浸式艺术、装
置、音乐、观念等艺术形式导
入展览之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稚嫩动听的歌声，整齐划
一的动作，随着一曲《小白
船》，2022成都爱乐合唱团附
属童声合唱团（简称“成都爱
乐附属童声合唱团”）专场音
乐会7月14日晚在成都城市音
乐厅开唱，多首经典曲目被孩
子们轮番演唱，优美的歌词、
动听的歌声令人陶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何艳玲

虎年春晚上美轮美
奂的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中，一群似是从《千
里江山图》里走出来的
青黛女子，行走在云山
雾绕的山水画卷，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7月14日晚，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舞绘

《千里江山图》成都站域
上和美专场首场演出，
在成都城市音乐厅正式
精彩展卷，首次与成都
观众见面。

当晚，容纳1600人
的成都城市音乐厅·歌
剧厅座无虚席。在万众
期待中，画卷于舞台之
上徐徐展开。《只此青
绿》的创作灵感来源自
北宋画家王希孟所作的
传 世 名 画《千 里 江 山
图》。元代高僧溥光在该
画的题跋中称赞其为

“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
之孤月耳。”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便是以当代
故宫研究员——展卷人
的视角切入，循着“展
卷、问篆、唱丝、寻石、习
笔、淬墨、入画”的篇章
纲目，逐渐“走入”这幅
以大地天空为纸、以舞
蹈肢体绘制的中式美学
画卷。

舞者起伏的身姿，
刚柔并济的动态，传神
体现了画中的锦绣群
山。在灯光与服化道的
作用下，宛如把一幅活
的画卷，在舞台上缓缓
展开，绝妙的色彩仿佛
能跳跃和流动，带来极
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尤
其当舞者的形体与《千
里江山图》的画幅一结
合，画变成了人，人又变
成了画，如梦似幻，令人
拍案叫绝。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了解到，为顺利
完成本次成都站域上和
美专场演出、精准把控

每一个演出细节，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的演出团
队一行于11日晚便抵达
成都进行筹备，顺利完
成《只此青绿》复杂的舞
台设计与舞台调度。通
过地面转台和空中装置
配合，展现出“天旋达到
3圈，地转达到4圈，上下
左右都可以进行移动”
的舞美效果。同时，舞台
以“同心圆”巧妙设计，
还原中国传统画卷的

“展卷”过程。
《只此青绿》主创团

队的独特匠心和对传统
文化的崇高敬意，显然
也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演出现场不时传来惊叹
和赞赏声。当灯光暗下，
舞者们定格层叠，形成
峰峦叠嶂之势，仿若《千
里江山图》中的层林群
山，呈现出宋式美学的
清雅境界。

在演出前，《只此青
绿》的出品人、监制之
一，域上和美集团董事
长邱伟表示，目前正在
加速推进旅游演艺版的
驻场选址和剧目创编，
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能
走进剧院，一睹“青绿”
之美，并发现不一样的

“青绿”。“《只此青绿》旅
游演艺版将接棒巡演
版，延续并强化‘青绿’
的生命力。延续原作精
神，并吸收更多更新的
表现手段，同时应用数
字技术、浸没演绎、交
互体验等现代科技，满
足观众不断变化的审
美需求，打造一台既叫
好又叫座的文旅融合
经典新作。”

昨晚首演成功后，
《只此青绿》将继续在成
都城市音乐厅演出到7
月18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
生 何艳玲

工地上班，打卡很重要！

成都这场“坝坝会”
聚焦根治欠薪

全球首个世界动力电池大会
21日至23日将在宜宾举行

玉林东路：
“沿街一溜小铺子”
还原历史街巷格局

走进玉林东路，道路两侧的
壁画映入眼帘，原本斑驳的墙壁

“摇身一变”成为橱窗式景墙。如
今的玉林东路，通过植入新产
业，激活片区活力，全力打造城
市有机更新“新引擎”。

这正是玉林东路城市有机更
新，坚持延续历史、传承文化的举
措之一。“老房老院子，小街小巷
子，沿街一溜小铺子”，玉林东路
在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保持老城
格局尺度的基础上，延续城市片
区特色风貌，同时整体推进了片
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城市风貌的

整治提升。值得注意的是，玉林片
区在不减少道路数量、不改变街
巷线型走向的前提下引导恢复了
玉林原有的5条路、8条街、19条巷
子历史街巷格局和肌理；控制两
侧的建筑高度，保持街巷原有的
空间尺度，并且引导性更新了街
区立面，强化了玉林的风貌特征。

西安路片区
“菜市”“夜市”“小吃”
打造沉浸式市井生活圈

西安路美食特色街区于今年
6 月底开街亮相，作为天府锦城

“八街九坊十景”重要节点项目，
涉及青羊北路、抚琴南路、青羊东
二路、西青路沿线商业提档升级、

街区一体化改造及周边5个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项目将市井生活
与西安路美食街有机串联，以“菜
市”“夜市”“小吃”为核心，打造有
文化、有场景、有温度的沉浸式市
井生活圈。

西安路街区通过更新，对道
路进行一体化改造，拓宽人行步
道，实施“三线下地”，实行“多
杆合一、多箱合一”。街区内还
新落户了“ZMAX 精品”“希尔
顿花园”等酒店，新引进“西门
筵”“蔬心园五行火锅”等餐饮
企业，实现融合特色餐饮、娱乐
文化、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的新型
消费场景迭代升级。

今年全面完成
601个老旧院落改造

7月14日，记者从成都市住
建局获悉，2022 年上半年，成都
市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以“三个
做优做强”和“四大结构调整”为
引领，系统谋划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已开工
老旧院落改造项目336个，推进
老旧院落示范项目创建，同时新
启动17个片区更新项目，统筹实
施棚户区改造3305户、城中村改
造1134户。

成都市将以做优做强中心
城区、城市新区、郊区新城核心

功能为导向，以调整空间、产
业、交通、能源结构为重心，全
域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今年
全面完成601个老旧院落改造，
打造28个市级老旧院落改造示
范项目。抓好城市更新全国试
点，加快推进 16 个全国试点项
目建设，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成
功经验。高质量推进旧城成片更
新，确保全年在持续推进 50 个
片区更新项目基础上，新启动片
区更新 30 个以上，加快推进天
府锦城祠堂街、文殊坊等 32 个
街坊（巷）建设。同时持续推动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完成 30 处
历史建筑认定公布及10处历史
建筑修缮项目。

今年上半年，成都还强化项
目包装融资，全市已累计获得各
类金融机构融资授信1981亿元，
已发放贷款530亿元；全面落实
稳定经济增长配套措施，出台

《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城市更新
项目入库和实施方案审查有关
工作的通知》《成都市老旧院落
房屋收购储备暂行办法》《关于
进一步加强老旧院落改造工程
建设组织管理的意见》等政策；
推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
进第21批历史建筑保护建议名
录编制，启动雷家院子等10处历
史建筑修缮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生 吕佳羽

7月14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住
建局获悉，2022年上半
年，成都系统谋划推进城
市有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
造，目前已开工老旧院落
改造项目336个，推进老
旧院落示范项目创建，同
时新启动17个片区更新项
目，统筹实施棚户区改造
3305 户、城中村改造
1134户。

玉林东路和西安路作
为老成都的缩影，在城市的
有机更新中得到不少提升。
近日，记者来到更新后的两
个片区进行了实地探访。

玉林东路、西安路片区更新
成都336个老旧院落已开始改造

藏着千里江山的《只此青绿》

惊艳首演
座无虚席

30 年，周孟棋执着做同一
件事：拍熊猫。他是目前中国关
注与拍摄大熊猫时间跨度长、作
品数量多、成就极高的中国摄影
艺术家。

7月8日，“黑与白”熊猫艺术
创意展在成都东郊记忆国际艺
术展览中心开展。这是一场集合
了600余件艺术作品、全国首个

“熊猫IP”盛宴，也再次展示了成
都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实力。

大熊猫一直是中国、成都的
“现象级IP”。此次展览吸引了几
十位资深艺术家及新锐艺术家
参展。

周孟棋的影像艺术在展会
上以三大板块呈现：大师区以

“多彩”与“黑白”两个单元，集
中呈现了周孟棋艺术中独有的
大熊猫“拟人化”特质。在这些
影像中，大熊猫非常特别：高

深莫测而又孩子气的脸庞、浑
圆的体态、稚拙却又不无灵巧
的动作……在潮流摄影区，周
孟棋和 8 位摄影家的近 300 幅
作品，形成一个巨大的胶片蓝
幕，呈现出一个以黑白为主调
的，充满时光凝固感的时尚潮
流摄影。

同时，主会场循环播放的熊
猫影像作品，来自于周孟棋的视
频作品《与自然共生的大熊猫》，
原生的记录与鲜活的画面，在沉
浸式的熊猫文化创意空间中，凝
成一场生动的艺术探索，实现艺
术跨界的融合。

诚如主办方提出的“黑与
白”概念主题，熊猫本身就是独
一无二的“色彩美学”。早在周孟
棋的艺术思考中，就已经关注并
加深了对“黑白”的诠释。熊猫在
这些艺术中，已不再只是美的个

体，更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一种
中国式哲学。

周孟棋认为，大熊猫无论是
进化历史、生活习性还是形态特
征，都充满了中国智慧。它们非
黑即白，如同中国的“太极”色
彩，浑身充斥着对比的张力，却
又如此和谐统一。它们清醒睿
智，顺应自然；守中平衡，万事有
度，从而到达一种无所不容、宁
静和谐的精神领域。这与现代中
国向世界表达的和平、包容、自
信不谋而合。

黑白之境，万物可容。周孟
棋以他对这种“活太极”物种的
独特理解，不断释放出关于中国
文化与哲学的艺术影像表达，诠
释熊猫文化“凡益之道，与时偕
行”的时代魅力。

文：樊奔 夯丸文化
图：嘉浩 秀清 夯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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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与白”熊猫艺术创意展上，摄影家们以熊猫影像艺术向人们

阐释他们心中的“中国表达”

熊猫摄影艺术家周孟棋：

用影像诠释
熊猫文化的时代魅力

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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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宫崎骏作品原画沉浸式体验展今日亮相 童声唱响天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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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东路改造后的街道立面

《只此青绿》剧照

玉林东路设立的火车式“打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