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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上海光明集团 成都益民集团正式组建

“从田间到餐桌”打造农产品全产业链

当大多时候是市民从人行横道
通行时，一名老年人推着婴儿车，在
公交车站台左右张望，见车辆距离
远，迅速推着婴儿车通过机动车道，
横穿马路，而 50 米外则设置有人行
横道。这不文明的行为发生在 11 月
19 日下午成都金河宾馆路口，成都
市交警四分局民警在现场对行人不
文明出行的行为进行了整治和教育，
并提醒广大市民，文明出行不仅是机
动车驾驶员的义务，也是行人、非机
动车等每一名交通参与者的义务。

危险 推婴儿车穿马路

下午4点，成都蜀都大道金河宾
馆路口，车流量很大，在附近公交站
台上聚集了不少上下车的市民。突
然，见车流量减少，几位市民左右张
望后，快步冲入机动车道，站到马路
中间的隔离栏，等待另一侧机动车在
路口减速停车后，又继续横穿而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
场注意到，在横穿马路的市民中还有
一位行人推着婴儿车，里面坐着小
孩，这样的行为十分危险，而在50米
外的地方则设有一处人行横道，大多
数市民均遵守交通法规，从人行横道
上安全通行。

隔了已一会儿，又有两名年轻
小伙从公交站台横穿到了马路对
面。4 点半左右，一名黑衣中年女子
又横穿过马路被执勤民警拦下，进
行了处罚和教育。“我赶时间去坐公
交，为了图方便才横穿。”黑衣女子
说，自己着急办事，横穿过来就是公
交车站，要方便一点，忽视了交通安
全。在被民警教育后，该女子表示以
后一定注意，绝不再犯。

危险 下公交后绕车头走

据成都市交警四分局五大队民
警尹彦奎介绍，行人通过路口或者
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
街设施，违者罚款20元。在1小时整
治中，共处罚了 3 起横穿马路的不
文明行为。

同时，民警在日常执勤过程中，
发现有一些行人为了图方便，从公
交车上下来后，直接从公交车车头
进入机动车道，因为公交车体积较
大，车头会成为正常行驶的车辆视
线盲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横穿十
分危险。

为此，民警提醒广大市民，文明
出行不仅是机动车驾驶员的义务，也
是行人、非机动车等每一名交通参与
者的义务，行人在过马路时应当通过
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在有信号灯路
口，应当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希望广大市民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进 行 时

成都益民集团正式组建

“成都益民集团是由原成都商物
投集团更名而来的，但又整合了原成
都农发投公司的资源。”成都益民集团
党委书记游光甫说，这是成都优化市
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一次大整合，
其中整合了成都市属农业、商贸资源，
属于成都市属五大专业化公司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原成都商物投集团是成立于2009
年的成都市属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深
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领域，
主要从事农产品生产流通、现代商贸

物流等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
理，在社区商业综合服务、粮食物流、
现代农产品物流、汽车循环经济和危
化品物流等产业确立了行业领导力。

市民熟知的益民菜市、成都农产
品中心批发市场（白家市场）、四川国
际农产品交易中心都是其旗下市场，
天府源、蜀涛、东风、锦粮，都是其旗下
农产品品牌。

正在筹建国际供应链公司

“我们正在加快供应链建设，已经
成立国际供应链公司筹备组，新公司
即将成立。”游光甫向记者透露。

游光甫表示，正在筹备的国际供
应链公司，未来将布局农业生产加工、
冷链物流、批发零售、城市配送和跨境
贸易，强化供应链大数据和金融支撑，
着力构建由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粮油
供应链、国际食品供应链等组建而成
的供应链服务体系。

“简单说，就是实现农副产品及食
品买全球、卖全球，让市民吃到全世界
优质农副产品及食品，同时也助推‘四
川味道’进入全球餐桌。”游光甫说。

实际上，在国际供应链公司筹备
的同时，成都益民集团的跨境贸易已
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截至 2019 年 10

月，已经与东南亚、欧洲、大洋洲、南美
洲的10多个国家的企业开展合作，已
累计实现进口优质猪肉、水果等农畜
产品以及红酒、蜂蜜等农副产品超过
1.2 万吨，同时开展了四川特色农产
品、中药材出口业务，进出口贸易额突
破4亿元。

比如，该集团旗下的成都益民生
鲜菜市场经营管理连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益民生鲜”）副总经理韦琪就
透露，今年 11 月，益民公司引进新疆
优质活牛 580 头，作为成都市肉食产
品的收储和保障。该项目计划引进
5000头优质活牛产品。

而在日前举行的进博会上，成都
益民集团还分别与法国、马来西亚、巴
西、韩国等五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总签约金额达 41 亿人民币。成都
益民集团将通过与上述企业合作，进
口欧洲优质猪肉、巴西优质肉制品、东
南亚棕榈油、水产及水果类产品，韩国
农副产品及加工食品。

在“猪”事上有这些打算

19 日，成都益民集团正式宣布，
该集团目前已经完成了组建工作。记
者梳理发现，成都益民集团旗下企
业，目前有多家都制定了有关猪肉的

计划。
比如，原属成都市农发投公司的

成都中际投资有限公司，目前系益民
集团所属二级公司。据该公司总经理
刘雪梅介绍，目前中际公司正在推进
百万头生猪产业链项目，首期拟投资
5.6亿元，建设8个存栏5000头种猪场。

其中，中际公司与行业著名企业
合作的生猪全产业链项目正全力推进
中，已与金堂、彭州等地政府签订合作
协议，正落实项目用地，拟在金堂、彭
州、资阳、汶川等地布局标准化养殖
场，预计实现年出栏100万头生猪、供
应7.5万吨猪肉规模，达到成都市场年
供给量的15%。

另一方面，在替代肉类上，中际公
司还在四川省红原县打造牦牛养殖加
工基地，将实现年4000头牦牛滚动出
栏规模，截止到10月中旬，已完成485
头牦牛收购并进入育肥阶段，预计年
末出栏150头并销往益民集团下属批
发及零售市场。

而成都人相对熟悉的益民生鲜，
则在通过建立进口产品渠道扩大进货
量。该公司副总经理韦琪透露，在猪肉
行情波动较大的情况下，益民生鲜公
司以规模化采购的方式，批量采购本
地冻白条 25 吨，充分利用市场化手
段，来保障益民菜市猪肉的供应及零
售价低于周边市场10%-15%。目前已
有9家门店设立猪肉直采直销区域。

同时，以进口猪肉采购为突破，掌
握理顺进口产品环节，为做强供应链
奠定基础。目前为止共进口西班牙、法
国肋排、泰国龙眼在各门店进行促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严丹

19日，成都益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益民集团”）正式宣
布，该集团目前已经完成
了组建工作。

作为对标北京首农集
团、上海光明集团的成都
益民集团，将打造“菜篮
子”“米袋子”专业化公司，
建立起“从田间到餐桌”农
产品生产流通全产业链，
通过农副产品生产、加工，
流通及跨境贸易，为成都
市民提供绿色健康的优质
农副产品及食品，为成都
优质农副产品开拓国内国
际市场。

行人“组团”横穿马路
交警提醒：文明出行

创新体验互动形式
让三国文化好看好听好玩

在武侯祠体验三国文化，不是
简简单单地游览和观看。多年来，博
物馆不断创新体验互动形式，陆续
开发了博物馆研学类、游戏类、民俗
推广类、亲子互动类等多个大类数
十个社教项目，其中“三国书院”“小
小讲解员”等多项活动，已经成为博
物馆的“金字招牌”。

今年的“三国季”期间，博物馆大
力推进社教活动和志愿服务，各种活

动琳琅满目、精彩纷呈，好看、好听、
好玩，还能学到历史文化知识。以“孔
明来了”系列课堂为例，这个活动一
共八期，每期公开招募学员40名，专
门给娃娃讲解诸葛亮，以及围绕他发
生的三国故事，除了讲解之外，课堂
还开展了诵读经典名篇、学习三国人
物简笔画等活动，用寓教于乐的方
式，向孩子传递历史文化知识。

与此同时，博物馆研学系列课程
“历史三国”带领学生走进武侯祠，听历
史故事，玩益智游戏，寻宝三国圣地；

“非遗三国”之“我是小小非遗传承人”

社教课特邀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
师前来授课，讲述非遗技艺的历史渊
源，让娃娃通过学习制作的过程，亲密
接触千年手工技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除此之外，“孔明送东风”志愿服务
小分队还开展文化传承进校园、文化扶
贫进山村、文化宣讲进社区的主题活
动，建立与社会各界同创共享的沟通平
台，赋予三国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全面推进志愿服务
讲好三国故事弘扬天府文化

三国文化是天府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近年来，在精神文明建
设过程中，武侯祠博物馆紧扣天府文
化内容，举办了诸如成都大庙会活
动、“三国季”系列活动及三国小学
堂、小小讲解员等社教活动，采取多
种形式，引导市民参与，品味文化魅
力。同时，武侯祠博物馆还积极开展
了三国文化进社区、进学校及免费专
家讲座，国家博物馆日、文化遗存日
免费开放等形式，也充分体现了博物
馆的公益性质，进而吸引社会各阶层
参与文化建设，体验文化成果。

在志愿服务方面，武侯祠“文化
志愿者”团队在一般三国文化爱好
者以外，特设专家组和国际组，众多
专家学者、文化名人、非遗传承人纷
纷走入课堂，走进讲解站，享受志愿
服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与青春互
助同行，与公益担当相伴。值得一提
的是，在“馆长讲解日”活动中，馆长
们也亲自上阵，以代言人的身份，把
成都武侯祠三国文化保护研究开发
利用推广的成果以更多角度、更深
层次、更广覆盖的形式走向大众。

“针对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我们还将继续丰富文化活动、文创
产品。让群众通过参与活动的方式，
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魅
力。”博物馆一位负责人说。

成都日报记者 杨甦
图片由武侯祠博物馆提供

引入社会资源
为居民量身定制专属社区服务

舞蹈培训、健康讲座、传统剪
纸、英语学习、亲子互动……各种丰
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是和美社区的
一大亮点。居民经常开玩笑地说，住
在和美社区，你永远不会有闲着的

时候，只要愿意参加，就一定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活动。

这一切，得益于引入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的做法。据了解，为了
给居民持续提供优质服务，社区引
进了枢纽型社会企业“创女时代”，
为社区居民量身定制专属社区服
务。通过“提供资源+赋予义务”的思

路，截至目前已经吸引了37家社会
组织及企业、开展了24个生活服务
类项目，每周都会为居民提供数十
个免费公益活动和课程，其中包含
了家庭亲子、文化教育、文体艺术、
康养护理、文创生活、农业生鲜六大
板块。

与此同时，社区群众也积极参
与其中。比如社区 Logo“小和”“小
美”，就是充分征求民情民意，由辖
区“双报到”党员牵头设计的，社区
公众号“和美潮生活”也是由年轻人
自发创建的。和美社区邻居节、和美
集市、和美年会、和美嘉年华、和美
趣味运动会等活动，都得到了居民
的支持，大家自编自导自演，每一次
活动都像过节一样热闹。

推进“八来工作法”
打造宜居宜业社区样本

和美社区成立于2013年，辖区
内共有18座商业楼盘，现有居住人

口 8 万余人，是一个典型的新型商
住社区。

针对社区商业资源丰富的特
点，保和街道办事处牵头，对辖区资
源进行整合，打造了以“和美公园，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
卫生服务中心、综治中心、商业服务
中心、养老服务中心”为主要内容的

“一园六中心”社区综合服务体，为
群众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结合实际，社区还探索了把组织
体系建起来、居民自治转起来、能人
贤士找出来、居民群众动起来、社会
组织引进来、区域资源聚起来、公益
热情燃起来、社区文化活起来的“八
来工作法”，搭建了960先锋荟、商企
联盟“和商汇”等平台，充分整合资源，
实现共建共享，打造出宜居宜业宜商
宜旅的新型社区样本。同时，社区推
进“市场+公益”，丰富服务内容；“中
心+小区”，扩大覆盖人群；“服务+孵
化”，增强造血机能，这样的“四联”互
动社区综合体运营新模式，提升小区
活动覆盖面和群众参与度。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品质服务
进入我们社区，为群众创造了各种
便利、实惠。什么叫和和美美的生
活？到我们这儿来感受一下就知道
了！”一位居民说。

成都日报记者 杨甦 摄影 李冬

在诸葛亮的故事里
体验一场文化主题课堂

“大家知道吗？三国故事里
每个人物都代表着一种品德，比
如诸葛亮代表真诚，关羽代表忠
义，至于曹操，可以说善用谋略吧
……”在武侯祠博物馆里，一场主
题为“孔明来了”的主题课堂正在
进行，台上老师精彩幽默的讲解，
引得孩子们掌声连连。

这是“2019成都武侯祠三国
季”中的一个活动片段。熟悉武侯
祠博物馆的人都知道，这是武侯
祠每年一度的文化盛宴。今年，在
近5个月的活动期间，博物馆全
面推进社教活动和志愿服务，开
展活动数十场，志愿者服务近千
批次，用丰富多彩的形式，把经典
文化传播到社会各界。

作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单
位”，武侯祠博物馆高度重视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多年来，博物馆通
过三国文化研究、传承、交流、推
广，全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出
了各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进一步推
动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和美社区的机制下
定制一套专属社区服务

“来历不明的东西，我点都不
得点！”说到上网这件事，68岁的
朱大爷经验丰富，“你要是看新闻，
就看权威媒体的，永远不得上当！”

近日，成华区和美社区开展
“文明上网进社区 构筑清朗网络
家园”主题活动，通过社区微课堂、
趣味答题、文明宣言等形式，向居
民们传播文明上网理念，增强网络
安全防范意识和网络道德意识。

这样的活动在和美社区每个
月都会开展，作为成都文明社区
的典范之一，和美社区就像它的
名字一样，倡导“健康幸福、和和
美美”的文明生活理念。近年来，
社区创新建立了“八来工作法”和
综合体“四联动”运营机制，不但
改善社区的面貌，也方便了居民
生活，收获了广大群众的点赞。

在主题为“孔明来了”的课堂上，老师正精彩讲解

和美社区居民在广场上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