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文明家庭

8月11日下午，成都市2022年度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主题活动暨
成都市8.11“光盘行动”宣传日主题
活动在成都市金牛区举行。本次活
动的主题为“文明餐饮提素养 光盘
行动树风尚”。该活动将持续深入机
关、学校、社区、企业等开展《成都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普法宣传和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强化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责任人的管理意识，营造垃
圾分类浓厚社会氛围，推动分类投
放准确率不断提升。

同时，本月该活动还将面向居
民个人、家庭、餐饮服务单位，宣传

反食品浪费制度、“光盘行动”具体
举措，引导培养节约习惯，减少家庭
和个人食品浪费，推进厨余垃圾源
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扩大成都市

“光盘行动”宣传实效和影响力。
目前成都正在创建文明典范城

市，需要每个人的参与。成都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东明
表示，在持续提升厨余垃圾处理的能
力和水平的同时，成都市通过大力开
展“光盘行动”，深入推进培养垃圾分
类文明习惯，推广简约适度、文明绿
色的生活方式和餐饮理念。

王科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林聪

“文明餐饮提素养 光盘行动树风尚”
成都市全城接力用“光盘”助力垃圾分类

成都高新区卢廷俊家庭：
传承好家风，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卢廷俊与母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8月8日，在成
都玉双路和望平街
交叉口，执勤协警
符杰与5名热心群
众一起制服了一名
持刀男子，避免了
更大范围危险发生
（本报昨日报道），
这一行为也在全网
火了起来。

成都市文明办为“六勇士”送上善行义举大礼包

“这体现了这座城市
对榜样人物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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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一级调研员赵小敏、中共
成都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公民思
想道德建设处处长蔡礼江一行，向符
杰、刘万刚、肖勇、范贤明、刘敏、王亮
等六人送上“平凡之善卡”善行义举
大礼包，感谢他们的善举。

每份大礼包中都包含三张天
府通实体卡，“这个卡主要是一个
激励，感谢为城市文明做出示范、
带动、倡导作用的人们，更多的是
体现了这座城市对榜样人物的认
可，也代表了市委市政府对平凡英
雄的鼓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处

处长蔡礼江表示。
“铲子哥”刘万刚拿到了大礼包，

还没想好如何处理，“可能拿回去给
家人用，也可能珍藏起来。”朴朴快送
平台骑手王亮出行方式主要是电动
车，这三张天府通卡他打算给亲友使
用。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23岁的
辅警符杰戴着口罩，口罩下面，是缝
了21针的脸庞。这位年轻的辅警，在
得到“平凡之善”荣誉后，第一个感谢
的就是市民：“真的很感激那天和我
一起出手的市民，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可能要受更严重的伤，成都的大老
爷们很能干！就像‘铲子哥’说的那
样，有第一个人冲上去了，就会有更

多人和我们一起冲上去，我们的城市
从来不缺勇敢的市民！”

趁着当天再次见面的契机，刘万
刚一行人建立了属于五人的微信群，
接下来打算把还在医院住院的符杰
也拉进群。“8月8日一个偶然事件，让
我们几人聚在一起。经历了此事，大
家既是战友，也是兄弟。”范贤明说。
王亮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大家以
后没事可以一起畅聊了！”

成都市文明办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善行义举是城市文明的风向标，
感谢这些平凡英雄为我们做出文明
示范，引领城市文明风尚。平凡之善
活动也将长期持续开展，褒奖市民的

善心善行，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奠定有力的群众根基。”

据悉，自 2017 年开始，“平凡之
善·寻找身边的成都温度”城市公益
宣传系列活动，已为“平凡之善”主人
公发放“平凡之善”定制公交套卡
3000 余张，并开通“成都温度博物
馆”主题公交，举行“平凡之善”授奖
仪式等，带动市民见贤思齐，崇德向
善，切实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助
力。市民可积极推荐、传播身边的善
行义举，主人公和报料人、传播者都
将获得褒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报道 综合文明成都

5位热心群众获得大礼包

绿化草坪、景观水池、蜿蜒步道
……走进成都东部新区贾家街道顺
城社区星港小区，宽敞整洁、布局有
序的“红砂坡”公园映入眼帘。谁能
想到，两个月前，这个微公园还是一
块“脏乱差”的荒地。

红砂坡位于顺城社区星港小区
的后门，改造前，这里是一块拆迁后
的荒废空地。据居民回忆，由于到处
都是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红砂坡逐
渐变成文明卫生的“死角”。“每次从
这里经过，都会闻到一股恶臭气味，
为了避开这片荒地，有的居民不得
不绕道而行，出行受到很大影响。”

为切实解决居民实际困难，创
造文明卫生人居环境，提高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意识，今年 6
月，顺城社区充分动员社区居民和
各种社会力量，通过探索“1+3+N”
机制，推行“家人治家”新理念，对红
砂坡进行“花园式”改造和整治。

创造文明卫生人居环境，离不开
每个人的努力。在红砂坡改造期间，
顺城社区群众积极参与，对荒地垃
圾、杂物等进行大清理、大扫除，用行

动刷新文明底色。周林均是顺城社区
居民，因为会一些建筑手艺，他积极
参与红砂坡改造，协助排水渠修筑，
义务题刻石碑、义务为花园松土。

此外，顺城社区依托现有资源，
融入人文与生态理念，充分保留原
始面貌，将磨盘、老树、水井、果树等
居民的生产生活用品老物件、旧景
物保留在红砂坡。

通过顺城社区党组织和居民的
共同努力，顺城社区一处“推窗见绿、
出门见景”的人居新空间终于呈现，
这也成为居民的休闲娱乐“打卡地”。

“现在大家不用再为过去的卫
生环境烦恼了，都喜欢到公园散步、
休息。”周林均欣慰地说。

据了解，目前红砂坡的一期工程
已经结束，接下来还会有二期项目打
造，将增设篮球场、健身器材、活动广
场、公共卫生间等基础配套设施。

顺城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们将通过更多为民办实事的实践和
探索，点亮社区‘文明之光’，让居民
真正拥有获得感、幸福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8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成都城投集团获
悉，成都市成华区面向广大新
市民、青年的首个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水岸东里小区将
于本月正式推出。该项目共推
出197套（间）房源，均能“拎包
入住”。

成都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水岸东里项目的投用，是
成都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一个缩影。成都提出，“十四
五”期间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
租赁住房30万套（间）。其中，成
都城投集团承担了3万套（间）
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任务，
为新市民、青年扎根城市提供
安居保障。“今年，我们还将陆
续推出4个项目3707套（间）保
障性租赁住房。”

小区周边配套完善
面积17~75㎡，租金25~
29元/㎡·月

记者了解到，水岸东里项
目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东浦路3
号/5号，成都东二环附近，周边
交通配套等相对完善。

交通：距离地铁7号线“双
店路站”约1公里，距离4号线

“槐树店站”约1.7公里，距离8
号线“万年路站”约1.8公里。项
目小区东北门有“跳蹬河南路”
公交站，可乘坐182、G401路两
线公交车，交通出行十分便捷。

周边配套：离小区最近的商
业配套是近40万㎡的成华奥园
广场，有成熟的社区商业配套，
包括各类餐饮、便利店、生鲜超
市、诊所药店、茶楼、洗衣店等，
可满足市民日常生活所需。

居民就医：最近的大型医
院是四川省人民医院东篱医
院，距离项目小区仅1.4公里，
车行10分钟内即可抵达；成都
市第六人民医院距离项目小区
3.6公里。

据了解，此次该项目共推
出197套（间）房源。每套（间）面
积区间在17～75㎡，租金25～

29元/㎡·月。其中项目一期有
85套（间）房源，产品定位“青春
驿站”；二期112套（间）房源，产
品定位“幸福公社”。

所有房间均为精装修，每
个房间均配置了独立空调和全
套家具，还有电视、沙发、茶几、
餐桌椅、鞋柜、衣柜、炉灶、油烟
机、热水器、洗衣机等家具家
电，户内配套设施完善，达到

“拎包入住”条件。

预计年内再推3707套
解决新市民、青年等群体
住房困难

水岸东里项目由成都城投
集团投资打造。据成都城投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将
通过“天府住房通”平台为租客
提供一站式居住服务。通过成
都住建官方平台完成保障性租
赁住房登记报名的租客，可以
在“天府住房通”平台实现在线
选房、电子签约、在线支付、报
事报修、燃气缴费、宽带安装等
服务。后期，“天府住房通”平台
还将不断叠加与居住场景密切
相关的“刚需”服务，延展并深
化一站式服务能力，帮助解决
新市民、青年的多元化居住服
务需求。

该负责人表示，成都城投
集团已全面启动成华区水岸东
里、金牛区泉水人家、东部新区
西部设计产业园、成华区桂林
萃岛等项目，预计今年内还将
推出3707套（间）。而2021年签
认筹集的7004套（间）建设计划
也已落实，正在筹备建设。

温馨提示：
项目前期咨询均在线上进

行，如果您对水岸东里的项目
情况或资格申请/报名登记等
有任何疑问，可拨打项目咨询
电话：13198579558；或平台客
服电话：4001106181（时间：9：
00～21：00）。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闫宇恒 图据成都城投集团

成华区首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本月开租

推出197套（间）房源
租金25~29元/㎡·月

近日，成都市公安局青羊
区分局对辖区的遛犬不拴犬
绳、养犬不挂牌、饲养禁养犬种
等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记
者了解到，行动开展以来，已查
处无证养犬行为30起，其中对
一户养多犬行为处50元罚款。

典型案例一：
2022年8月5日14时许，金

沙派出所民警对青羊区某小区
进行检查时，发现叶某在该小
区内圈养一只中华田园犬，该
犬只为禁养犬，该地为限养区。

根据《成都市养犬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九条之
规定，派出所民警对叶某处以
行政罚款50元人民币。

典型案例二：
8月4日，青羊区公安分局

民警发现一名女子同时牵着两
只狗上街游玩，立即上前询问。

女子承认两只狗均为其所养，
最终因违规养狗，被罚款50元。

《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明
确规定“限养区内养犬户每户
限养1只犬。”

青羊公安提示广大市民，
养犬人应当对犬只拴养或者圈
养，妥善管理犬只。违反规定的，
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
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强制收容
犬只；养犬人携犬出户，应当对
犬只粪便即时清除。违反规定
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
款；犬吠影响他人正常生活时，
养犬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
制止。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
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强制收容犬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近
年来，四川省、成都市大力加强家庭
文明建设，广泛弘扬社会主义家庭
文明新风尚，以引领广大家庭传承
良好家风，厚植家国情怀，团结一心
奋进新征程。

2015年，成都卢廷俊家庭被成
都高新区表彰为“文明家庭”，2016
年5月当选为全国“最美家庭”，2016
年12月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
大会获得“全国文明家庭”殊荣，
2018年荣获“全国五好家庭”称号。
卢廷俊家庭里，隐藏着哪些文明、幸
福的秘诀？

修订家规家训
为“全国文明家庭”荣誉添彩

前几年，卢廷俊家庭重新修订
了以“忠孝为本，恩德铭心，仁善处
世，诚信立身，勤俭图强，耕读传
家”为主要内容的家规家训，成为
往后一代代人的行为准则，每逢晚
辈们结婚，父母用家风家训嘱托新
人，已经成为婚礼上必不可少的程
序之一。

在卢廷俊大家庭里，有农民有
警察，有军人有教师，有党员有医务
人员，也有政府工作人员。顺利的话
在今年8月份，卢廷俊家庭又将诞生
两名小成员：卢廷俊的儿媳妇将在
本月生产，一对双胞胎即将降生。卢
廷俊说，要把新家规家训传承给新
一辈，“全国文明家庭的荣誉，我们

全家人都觉得来之不易，每一个
人都非常珍惜。每一个人不但要
保持维护，而且还要经常为它增
光添彩，多做好事，让它永远发扬
保持下去。”

孝道忠诚勤俭仁爱
家风家训代代传承

孝道，是卢廷俊家风的一张名
片。卢廷俊出生在甘肃定西，9岁时
卢廷俊父亲去世，母亲撑起整个家
庭，历经千辛万苦抚养4个未成年子
女，也因此落下疾病。卢廷俊跟随部
队到成都定居的第一年，就从老家
把母亲接来同住，悉心赡养。母亲这
一住就是30多年，一直到2018年，92
岁的母亲去世。

忠诚，是卢廷俊家风不变的品
质。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
当时卢廷俊的儿子正准备迎接高
考，家人们义无反顾地支持卢廷俊
连夜带领部队冲到震中映秀镇前
线，第一时间抢通了都江堰到汶川
的“生命通道”，为营救更多生命赢
得了宝贵时间。从抢修“生命通道”
到抢建生活设施，卢廷俊在抗震一
线鏖战60多个日夜。近几年，卢廷俊
还不辞辛苦奔波在扶贫攻坚和疫情
防控第一线，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忠
诚和使命。

勤俭，是卢廷俊家风的又一表
现。清粥小菜，有滋有味，平时能步
行的不坐公交，能坐公交的不打
的，让家人都懂得“成由勤俭败由
奢”的深刻道理。他也经常说这么
一句话：“再富也要苦苦孩子！”卢
廷俊对儿子要求很严，从不娇惯。
儿子从高一开始，每到暑假都要回
甘肃农村老家帮亲戚收割麦子。虽
然每次回来都晒得黑不溜秋，体
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却大
增。后来儿子上了军校，很快拿下
了军事五项全能，毕业留校也成为
一名合格的军事教官。

仁爱，是卢廷俊家风的显著特
征。“人活在世上，不能只为自己，还
应多为大家做点事”——这是卢廷
俊的父母经常对儿女的教诲。卢廷
俊居住的长信公寓此前是辖区出了
名的脏乱差小区，卢廷俊坚持8年义
务管理，让这里成为四星级示范小
区。2006年得知老家母校年久失修。
卢廷俊在自家经济条件不宽裕的情
况下，倾其全家仅存的3万元捐给了
学校，并积极动员社会关系，共筹资
30多万元修建学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杨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垃圾场变微公园
“文明之光”照亮社区

青羊区“逗硬”规范养犬行为

8月12日，记者从成都市经信
局获悉，四川省绿色低碳优势产
业重点项目征集工作正式启动。

此次征集旨在落实省政府
《支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聚焦清洁能
源、动力电池、晶硅光伏、钒钛
和存储产业等五个绿色低碳优
势产业，着力推动绿色低碳优
势产业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不
断提升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发展
质量规模水平。

从支持方向来看，此次征集
主要包括产业龙头项目、核心配
套项目和重点技改项目。具体而
言，产业龙头项目即绿色低碳优
势产业国内行业排名前十企业

在蓉投资的新建项目。核心配套
项目是指绿色低碳优势产业核
心配套企业在蓉投资的新建项
目。重点技改项目则是指省500
个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中
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项目。

对于符合要求的项目，按
照产业龙头项目和核心配套项
目实际到位投资额的1%，分别
给予最高1亿元、2000万元激励
奖补，切块到市（州），由市（州）
统筹用于推进项目落地。重点技
改项目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的50%，给予项目
最高2000万元的贷款贴息支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叶燕 实习记者 胥婷

清洁能源、动力电池……
五个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项目征集中

最高奖补1亿元

水岸东里项目样板间实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