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龙坎品牌总监苏小强
四川品牌“组团”

能够更好地“走出去”

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你是否还意犹未尽？世界
杯，属于全民的狂欢。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其他
都去了。来自四川的“小龙坎”，也在球场上散发出
麻辣的味道。

本届世界杯，小龙坎联手长虹，强势“站队”比
利时队，在全球推出“20元抵200元代金券”活动，
在吃货界以及球迷界“狂刷存在感”。这是小龙坎

“走出去”的又一次全新的尝试。
从2014年到现在，小龙坎门店已近600家，去

年10月，其海外第一家特需合作门店在澳大利亚
墨尔本开业。“这次我们和大品牌一起合作，一是可
以借力大品牌的影响力，快速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
度，同时，也很好地锻炼了团队。”小龙坎品牌总监
苏小强说。

在苏小强看来，“走出去”，是四川品牌发展的
需求，海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单凭一己之
力，这条走出去的路并不好走。“需要四川品牌相互
协作，‘抱团’才能取暖。”

对于本次“2018四川品牌大会”，他充满期待，
“希望通过这次盛会，认识更多行业优秀品牌，并和
他们达成战略合作，把四川品牌做得更好、更大、更
强，走出四川，走出中国，在国际上绽放光彩。”

水井坊市场总监舒杨
不断丰富产品内涵
向全球讲好四川故事

最近，“水井坊”在国外有些“高调”——在法国
戛纳国际创意节上发表中国创意，作为川酒代表团
成员之一、代表四川“出征”巴拿马。

在不少老四川眼中，“水井坊”一向低调，但近
年来，这个老牌“川字号”越来越活跃。

在水井坊市场总监舒杨看来，这是川酒的特殊
地位所决定的。“川酒板块一直是中国白酒最重要
的构成，同时，它在地域特色和地标性方面是有资
格代表四川发声。”

今年6月，“水井坊”成为“四川名片”品牌。舒
杨认为，这既是成绩，也是一份责任。品牌是一个
企业的灵魂，也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的象征。“我
们希望在一众‘四川名片’中担当起文化传播使命，
借助白酒的社交属性和文化魅力，向中国乃至全球
讲好四川故事。因此，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重新
焕发传承600年的匠心技艺与品牌文化基因，为其
注入更多丰富内涵，令大家记住并爱上这张独特的

‘四川名片’。”
对于本次品牌大会，舒杨充满了期待，“希望见

到来自川酒、川茶、川味等孕育于传统文化根基的品
牌能够涌现出来，巩固四川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输
出传统品牌背后与众不同的人文情怀与价值。”

接下来两个月
一起为四川品牌点赞加油
在6月30日的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关于

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中提出要实施四川品牌
创建行动计划、打造对外交往文化名片等内容。

品牌建设正在成为推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力。

为此，7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顺势
推出“2018四川品牌大会”，汇聚封面智库的专家
学者、品牌企业代表、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市民等各
方进行探讨四川品牌塑造计划，研判四川商品全球
趋势，讨论四川品牌国际机遇、共商四川产品输出
全球。

在接下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将在全网上
下掀起“品牌热”，用视频和图文全方位为你挖掘四
川品牌背后的故事，一起寻找代表四川特色的品
牌，一起倾听知名企业家、行业大咖关于“品牌”的
声音，一起帮“川字号”品牌登上世界“头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实习生 王
安忆 摄影柴枫桔

02

2018.7.17
星期二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张
旭
杰

版
式
詹
红
霞

校
对
张
晓

读
四
川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成都小升初公办学校
第三批录取结束
7月20日起办理报到手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晓蓓）7月
16日，记者从成都市教育局获悉，中
心城区小升初公办学校划片随机派位
工作，也就是成都小升初公办学校第
三批录取顺利进行，共有74451人确
定了学位。

其中，中心城区是指天府新区（指
纳入中心城区招生入学范围的区域）、
成都高新区（不含成都天府空港国际
新城，该新城暂时纳入简阳市统一管
理）、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
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
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至此，中心
城区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已全部确
定初中学位。

郊区新城公办初中学位的确定也
已全部完成。

需要提醒学生和家长的是，今日
（7月17日）上午10：00至7月18日
下午17：00，被民办初中学校和公办
初中学校同时录取的学生应在网上完
成学位的最终确定，作为办理入学手
续和注册学籍的依据。7月20至7月
23日，学生根据学校安排到初中学校
办理报到手续。

成都武侯
深入推进纪律处分
“后续工程”建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7月
16日，记者从成都武侯区获悉，武侯
正在深入推进纪律处分“后续工程”建
设。2016年以来，武侯区在全市率先
建立对受处分处理人员回访教育制
度，充分发挥警示教育和关心关爱的
作用，确保绝大多数受处分处理人员
深刻吸取教训、积极投身工作，有效建
立了“处理与管理”并重的工作思路，
创造了向上向善、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

在工作推进上，制度成为根本依
托。强化制度建设、落实主体责任、履
行监督职责。常教育成为“治病救人”
的重要抓手。一是警示教育常态化，
以各种方式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廉洁
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二是处分执行
刚性化，据悉，2016年以来，发现相关
问题2起，全部整改到位。三是建立
联动谈心谈话机制。武侯区探索形成
了“三方介入”谈心谈话机制，单位党
（工）委党组书记、分管领导、纪检组长
（纪工委书记）三方介入谈心谈话工
作，切实改变对受处分处理人员“一处
了之”的思维方式，重视抓好再剖析再
教育，使受处分处理人员深刻认识自
身错误，由衷接受组织处理。

同时，武侯区把“重关爱”作为激
发干事创业的重要方法。多元化关
爱、精准分层帮扶、谋求质效最大化。
在实践中，针对回访教育、关心关爱谈
话人数多且阶段集中的具体情况，武
侯采取了分类处置的工作方式。比
如，对某些社区党员，侧重语气接地
气、拉近距离，激发其归宿感，鼓励其
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

青羊区纪委监委
扎实开展惠民惠农补贴资金
“一卡通”专项治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7月
13日，记者从成都市青羊区获悉，青
羊区纪委监委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一
卡通”专项治理已经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了专项监督检查，目前正在紧锣密
鼓的进行。专项治理从2018年6月
底启动，9月中旬结束，分自查自纠、
全面检查、整改处理三个阶段进行。

这次专项治理主要针对两个方
面：一是2017年至2018年5月底，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在“一卡通”的管
理、发放等情况；二是中央及省级、市
级未要求、但区明确通过“一卡通”发
放的各级财政补助资金也要纳入此次
专项治理范围，重大事项可以追溯至
以前年度。

“青羊区无农业人口，2018年 1
至6月，享受低保人数12887人次，脱
贫攻坚任务压力不是太大，但我们决
不能就此盲目乐观，决不能认为‘一卡
通’的问题是在讲别人的故事。”青羊
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青羊区聚焦

“卡、资金、人”三大主要因素，专项治
理紧盯“一卡通”发放、管理和使用不
规范，惠民惠农政策、资金落实不到
位，惠民惠农领域腐败和作风三大问
题，注重发挥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
职能部门监督职能，着力形成监督合
力。

对按期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
说清问题的党员干部，依纪依规从轻
处理。对顶风违纪、边清边犯的，坚决
从严查处。对惠民惠农领域涉黑涉恶
和充当“保护伞”的问题，优先处置、从
严查处。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高校，不同
的地区，他们毕业时做了同样的一个选择——到基层
去，他们说这是无悔青春的决定。

7月16日上午，2018年四川省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成都师范学院温江校区举行，现
场千余名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整装待发，他们即将
奔赴基层，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出征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出征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一群身着橙色
T恤，戴着白色帽子的年轻面孔目光坚定。待仪式结
束，他们的身影将陆续出现在四川各个市州的乡镇县
基层，开展为期1-3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志
愿服务工作。

站在人群中，瘦瘦高高的兰明淏很显眼。今年22
岁的他，刚从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毕
业，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四川显得有些兴奋。大学快
毕业时，当团委书记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大学生志愿
服务计划时。这个大男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在
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过，对志愿者工作很熟悉，我想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兰明淏即将要去的地方是遂宁大英县，将在那里
开展为期一年的基层工作。“我对那里不是很了解，但
我希望能用自己所学做出一点贡献。”兰明淏说，“用
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给了他鼓励
和勇气。

今年23岁的彝族女孩布的阿各也是此次西部计
划志愿者之一，即将要去的地方她再熟悉不过了，那
是她的家——凉山州喜德县。大学四年，她在西南科
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毕业后她毅然决定回
到自己的家乡，成为一名基层社会管理人员。“这次我
们班上另外一个同学也要去我的家乡工作。”说到这
里，布的阿各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越来越多的朋友来
到我的家乡，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扎根
近5年来，四川省已有4000志愿者扎根基层

据了解，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自
2003年起，团中央与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联合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下简

称“西部计划”）。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
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
学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3年的教
育、卫生、农技、扶贫等志愿服务。

出征仪式上，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3年
“西部计划”实施以来，四川省共招募了来自全国各地
近400所高校的31000余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参与到

“西部计划”中来，服务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
面面，在全社会唱响了“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强音，志愿者们在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的发展中建功立业，赢得了基层干部
群众的尊重和好评。

据统计，近5年来，四川省已有4000余名服务期
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择扎根基层，扎根率达到招募
志愿者人数的50%以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杨金祝 摄影报道

成都再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大成都范围内”
每月最低1650元

“大成都范围内”每月最低1650元
调整后的全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每月

1780元（每日81.84元）和每月1650元（每日
75.86元）。调整后的全市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分别为每小时18.7元和每小时17.4
元。

具体来讲，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锦
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
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
新津县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780元（每日
81.84元），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每小时18.7元；简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
市、崇州市、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的月最低工
资标准为每月1650元（每日75.86元），非全日
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7.4元。

最低工资包含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通知》明确，上述最低工资标准包含职工

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但不
包括下列各项：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
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条件或者
特殊工作环境下的津贴，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规定的非工资性劳动保险福利待遇，用人单位
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补贴。

《通知》强调，用人单位有执行最低工资
保障规定的义务。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
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应
得的最低工资不得低于市政府颁布的最低工
资标准。即使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食宿，
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川字号”如何走向世界？
这些四川知名品牌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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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到世界
2018四川品牌大会

走在成都，满大街都是火锅，外地食客一脸茫
然，突然，一个熟悉的招牌冒出，“牌子很出名，应该
不错，就它吧。”

这可能是在成都街头最常见的一幕。它足以
说明，一个好的品牌，自带“流量”，自己会“说话”。

如何塑造这样的品牌？作为四川人，你叫得出
哪些“川字号”品牌？

7月16日，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主办的
2018四川品牌大会大型主题报道启动——一起寻
找代表四川特色的品牌，一同让“川字号”登上世界
“头条”。

从四川到世界，其实，不少“川字号”已经踏出
了重要的一步。借着本次“2018四川品牌大会”，
火锅界的“小龙坎”和白酒界的“水井坊”分享了他
们的“走出去”之路。

7月16日，记者从成都市政府官网获
悉，成都市政府研究决定对成都市现行月最
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进行调整，下发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从今年7月起执行。

青春启航！
四川千名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将奔赴基层

小龙坎品牌总监苏小强。 水井坊市场总监舒杨。

四川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