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区合作街道顺江社区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菜蔬社区
锦江区督院街街道督院街社区
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
青羊区太升路街道小关庙社区
青羊区文家街道康庄社区
武侯区金花桥街道陆坝社区
武侯区华兴街道南桥社区
武侯区跳伞塔街道棕北社区
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崇德社区
龙泉驿区柏合镇东山社区

高新区合作街道中海社区书记陶发根
锦江区龙舟路街道莲桂西路社区陈建中
青羊区光华街道青华社区杨贤忠
武侯区双楠街道广福桥社区书记陈懿
成华区圣灯街道关家社区书记朱祥忠
成华区保和街道和顺社区书记蒋玉兰
成华区保和街道杨柳社区书记黄新丽
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崇德社区书记曾明秀
龙泉驿区柏合镇梨花街社区书记陈秀清

高新区合作街道独柏社区好大姐解忧团
龙泉驿区龙泉街道百工堰社区廖明友

2016年度最佳
党建工作示范社区（村）名单

3 月 24 日，由成都市
委组织部、成都市民政局
指导，华西都市报、华西社
区报联合主办的“2016年
度成都最佳党建工作示范
社区”暨第四届“我心目中
的社区好书记”公益评选活
动颁奖典礼，在四川传媒大
厦隆重举行。获奖社区、社
区书记及200多位居民代
表齐聚一堂，分享优秀社区
的党建事迹，见证属于社区
基层工作者的荣光。

2013 年起，华西都市
报、华西传媒集群连续三
年推出“我心目中的社区
好书记”大型公益评选活
动，并于2015年首度推出

“最佳党建工作示范社区”
评选，旨在发现一批心系百
姓的基层干部，弘扬他们的
奉献精神，挖掘社区在党建
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全方
位展示社区党建成果。

今年，我们再度聚焦
这一群体，于2017年 2月
正式启动“2016成都最佳
党建工作示范社区”暨第
四届“我心目中的社区好
书记”公益评选活动。本
次活动历时一个多月，共
有各街道和社区推荐或自
荐、居民推荐的80多个社
区及60多名社区书记进入
候选名单。经过记者现场
走访、华西传媒集群集中
报道，候选社区和书记于3
月3日起，在封面新闻客户
端进行了历时半月的事迹
展示和投票。半个月里，
共收到社区居民投票3万
余张。最终，22个最佳党
建工作示范社区、9位优秀
社区书记、11个最佳温暖
社区、2个党建示范标兵脱
颖而出，获得殊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董峰 徐倩

展现基层党建
营造温暖社区

“2016成都最佳党建工作示范社区”及“社区好
书记”颁奖典礼24日举行

高新区芳草街街道新能社区
高新区合作街道檬梓社区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
锦江区东光街道翡翠城社区
锦江区书院街街道福字街社区
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水碾河路南社区
青羊区府南街道同德社区
青羊区光华街道清康社区
武侯区金花桥街道永康社区
武侯区晋阳街道晋阳社区
武侯区双楠街道楠欣社区
武侯区望江路街道共和路社区
成华区圣灯街道华林社区
成华区龙潭街道隆兴路社区
成华区保和街道和顺社区
成华区府青路街道八里庄社区
成华区桃蹊路街道桃源社区
龙泉驿区洛带镇八角井社区
龙泉驿区大面街道龙安社区
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
温江区柳城街道光华社区
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星月社区

第四届
“我心目中的社区好书记”名单

成都最佳温暖社区名单

党员示范标兵名单

面向“C一代”
封面新闻锁定8090后年轻人

随着各种新需求新技术的产
生，新闻资讯行业宏观环境、用户群
体、传播载体和形式等都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传统媒体也在谋求突围。

据了解,封面新闻自2016年5
月4日上线后，将目标用户锁定为
8090后网络原住民，打造年轻群体
专属的新闻客户端，强调90后文化
符号和时尚调性,引领亿万年轻人
的生活方式。2016年10月28日，
封面新闻2.0发布，将原有的8090
后用户定义为“C一代”（Connected
Generation）。这一群体中 65%的
年龄低于35岁，消费呈现出跨平

台、跨屏幕的特征。封面新闻面向
“C一代”而生，打造属于亿万年轻
人的生活方式。

“智能+智慧”
封面新闻提供个性化资讯服务

封面新闻作为一个融合媒体平
台，不仅有传统媒体客户端的内容提
供商属性，还融合了自媒体平台和资
讯聚合类媒体的属性。这种模式
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与内容衍生性。

基于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
写作、兴趣推荐算法等技术，封面
新闻正在为年轻群体提供着个性
化定制资讯服务。

去年12月9日，在与“世界互

联网之父”凯文·凯利对话中，封面
新闻就已向外界展示了其强大的
技术能力，在充分运用机器学习算
法技术，通过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自
主选择跟踪新闻动态、添加兴趣标
签、机器识别与持续学习的过程
中，充分实现资讯传播的“千人千
面”、“因人而异”。

“封面新闻要做的是智媒体，
它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突出‘智能+
智慧’，既是智能媒体，更是智慧媒
体。”封面新闻相关负责人表示，智
慧媒体的意义在于价值引领，突出
体现“价值引领下的技术驱动”，通
过人工编辑的干预，纠正算法偏
差，为技术引擎赋予正确的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橙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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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
的银行”为战略目标的中国银行而
言，践行金融创新，倾力服务民生是
立行兴行的题中之义与制胜之道。

近年来，中国银行大力发展个
人贷款业务，在不断优化业务流程，
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质量的同
时，推出了以“中银E贷”为代表的
多种网络贷款产品，丰富贷款渠道，
增加消费金融落脚点，以便捷高效
的线上金融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贷
款需求。截至2016年末，四川中行
在成都市的个人贷款余额近700亿
元，较年初新增近160亿元。该行
还大力推广信用卡爱家分期业务，
为广大市民装修、结婚、生子、教育、
养老、旅游等各类民生消费需求提
供速度快、压力小、手续便捷的资金
来源。2016年，四川中行共办理爱
家分期业务近20亿元，汽车分期业
务逾6亿元。

与此同时，四川中行始终积极
投身于成都市的民生项目建设和
服务：拓展网上缴费、中银汇兑卡、
商贸通卡、助农取款点、手机取现、
迅通工程、益农贷款等创新产品，
推广信息化便民服务；在成都双流
机场设立个人退税业务代理点；建

设成都市交警业务离柜办理系统，
并实现罚款代收；为成都市社保上
线“多功能一体机”；在多家医院和
学校试点微信全流程诊疗服务，实
现微信代收学费并上线 E 校园
APP；与成都市卫计委共同发行居
民健康卡，方便市民就医诊疗……

未来，为落实“大众创新、万众
创业”国家战略，进一步支持科技
型、创新创业型企业发展，中国银
行将发挥多元化经营优势，以自有
资金参与设立投贷联动基金，并与
成都政府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科
技创业投资机构等合作，积极开展
投贷联动业务，优先支持成都科技
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郑国雨行
长表示，此次签约将开启一次崭新
的、深度的、互为融合、共同成长的
全面战略合作。“下一步，我们将秉
承‘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
初心，紧紧围绕成都市‘十三五’规
划和工作部署，进一步深化银政合
作，优化金融服务，持续加大对成都
市社会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为成
都履行国家使命——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天刚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近年来，四川中行不
断创新服务模式，全力支持成都外
向型经济发展，成功办理了同业首
笔通关一体化关税保函业务、首笔
银行外汇增资登记业务、首笔跨境
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和跨境双向人
民币资金池业务，实现同业多个突
破与多次首创。

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
行，中国银行服务网络和代理机构
遍及世界各大洲180余个国家和地
区，覆盖各大金融中心和主要城
市。在四川近40载的改革开放中，
四川中行也一直致力于推动本土企
业走出去融入全球竞争。据四川中
行公司金融部负责人何军介绍，通
过顾问服务、介入前期商务谈判等

方式，四川中行为成都市“走出去”
重点客户在海外的重点项目设计服
务方案，全程服务企业需求，确保其
海外项目顺利推进。先后支持了中
国成达、中铁二十三局、东方电气、
四川路桥、华西股份等海外项目。
此外，还在海外分行及中银国际的
大力支持下，助推在蓉药业、农业企
业在香港红筹上市。

2016年，四川中行国际贸易结
算量市场份额稳居同业第一，跨境
人民币结算量也市场领先。未来，
中国银行将持续落实“一带一路”战
略，助力成都全面对外开放，积极支
持成都“走出去”企业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及进出口贸易，帮助企业实
施国际化战略。

3月，北京。
初春的北京，晴空

万里，乍暖还寒。中国银行总行
迎来了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一
行。由此，中国银行与成都市政
府的合作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成都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支持成都市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合作协
议》。按照协议，中国银行将在未
来5年内为支持成都市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提供不低于2000亿元
人民币的意向融资安排。

中国银行田国立董事长、高
迎欣副行长和成都市委、市政府
等相关领导出席签约仪式。中
国银行办公室梅非奇主任、贸易

金融部李芒总经理、公司金融部
高鹏副总经理、四川省分行郑国
雨行长以及成都市金融办梁其
洲主任陪同出席。

未来，中国银行将继续充分发
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紧跟成都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天府新区上升
为国家级新区、高新区建设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建设成渝城市群、建设
内陆自贸区等重大战略机遇，在支
持成都市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
化建设、军民融合、中小微及科技
型企业发展、自贸区建设等领域为
成都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助力成都
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的改革发展目标。

深化银政合作
中国银行助力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中国银行与成都市的合作由来已
久，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银行四川省
分行按照成都市“改革创新、转型升级”
总体战略部署，积极履行国有大行职责，
有力地支持了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截
至2016年末，中国银行在成都市各类融
资余额超4000亿元，比上年新增近1000
亿元。

在成都地铁、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
轨道建设等项目上，中国银行的支持可
谓不遗余力。2016年，四川中行对成都
地铁共投放贷款超60亿元；在成灌、成
彭、成渝、成昆、西成等高速公路、铁路
建设方面共投放贷款超80亿元；在成都
交通枢纽建设方面，中国银行支持了成
昆铁路火车外绕线、成都铁路新客站、成
都新客站综合交通枢纽道路客运场站、
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城市交通枢纽
建设超30亿元。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后，中国银行
还将紧紧围绕成都市发展规划，落实国家

“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
着力天府新区、“北改”、棚户区改造、交
通、能源、水利、环保等重点领域，推进以
公路、铁路、机场、轨道交通为主的交通互
联互通和网络优化建设，通过投贷联动、
融资租赁、融资与结算、境内多市场融资
等方式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发挥国有大行筹融资的主力作用
稳增长出“实招”

为积极支持新兴融资模式发
展，自成都市政府启动“拨改租”以
来，四川中行积极跟进，实现投放超
40亿元。同时，创新使用城市发展
基金，满足企业日益多元的融资需
求，目前，已成功为融创和新希望等
房地产重点客户提供了“城市发展
基金+贷款”的综合融资方案。

为积极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号召，四川中行大力支持中小
微企业、民营企业创业经营需求，截
至2016年末，向中小微企业投放贷
款余额近800亿元，当年新增近50
亿元。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经
济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关键之
举。根据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
议，中国银行将加大对成都信息

安全、节能环保装备制造、页岩
气、航空与燃机、新能源汽车等五
大高端成长型产业，电子信息、轨
道交通、汽车、石化等重点优势产
业，以及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
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的金融支持力度，
积极推进成都经济结构调整和工
业转型升级。

发挥国有大行产业引导的主力作用
调结构添“新招”

发挥责任银行服务民生的主力作用
惠民生多“妙招”

发挥跨境服务首选银行的主力作用
走出去有“绝招”

3月27日下午，2017成都·
金堂铁人三项世界杯赛新闻发
布暨金堂县投资推介会在北京
举行。据悉，“港中旅杯”成都·
金堂铁人三项世界杯赛将于5
月 6 日和 7 日在四川省金堂县
举行。

该项赛事是国内两站铁人
三项世界杯赛的首站赛事，包
括铁人三项世界杯赛、港中旅
铁人三项公开赛两个项目，预
计将有来自 40 个国家（地区）
的 1000 余名专业和业余运动
员参赛。

封面新闻
获阿里UC金松果
媒体先锋大奖

3月27日，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UC在京举办“盎然”UC金松果奖颁奖盛典，UC颁发了
垂直类、媒体类、短视频和综合类四大奖项。其中封面新闻因持续优质内容产出，致力于内
容生态建设，获得UC金松果奖媒体类年度媒体先锋大奖。

“目前内容已呈现出主体多样化、形态多样化、领域多样化等特点。2017，UC和各方一
起合作，从原创保护、数据服务、圈层建设、机构赋能等六个方面，做好内容生态基础建设。”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UC总经理陈超提出了“与内容共生”的平台理念，这与封面新闻一直
致力于泛内容生态建设理念相契合。

5月6日和7日 来金堂看铁人三项世界杯赛
全球铁三爱好者都可报名参赛

观赏性更强
赛制将改为半程和超短距离赛

“今年赛事特点鲜明，赛事竞
技性、观赏性更强。此次赛事是国
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杯赛改制后
的首场比赛，国际铁联将全程比赛
改为半程和超短距离赛，竞争将更
激烈。”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秘
书长王建国解读。半程比赛赛程
为游泳0.75千米、骑自行车20千
米、跑步5千米；超短距离比赛赛程
为游泳0.4千米、骑自行车10.2千
米、跑步2.5千米。

赛制的改变意味着运动员必
须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比赛，在考验

运动员耐力的同时，对运动员的爆
发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
预见，此次赛事将是一场“更高、更
快、更强”的竞技盛会，对观众来说
也将是一场紧张、刺激的视觉盛
宴。

此外，今年比赛报名将面向全
球的铁三俱乐部和铁三爱好者。

为何选金堂？
比赛场地一流，自然环境优美

铁人三项是一项崇尚自然、充
满激情的运动；金堂是一座充满活
力、生态宜居的城市，二者有着天
然的契合点。王建国说，中国铁人
三项联赛，都选择在风景、环境优

美的地方举办，通过联赛强大的媒
体传播渠道以及众多参赛者，会把
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文化特色往外
推介，对当地的文化旅游促进作用
非常明显。

金堂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
金堂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叠加期，发展前景备受期待和瞩
目。在此次投资推介会上，金堂通
过宣传片展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广阔的发展前景、宽广的合作舞
台，并现场推介了金堂独特的发展
优势、优越的投资环境、优质的合
作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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