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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
静） 2月28日，成都市成华
区纪委第七届第七次全体会
议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了十
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省
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市纪
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成
华区委书记刘光强出席会议
并讲话；成华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郑天南
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郑天南
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成华区第七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
议》。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忠实履行
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清
风工程”为抓手，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取得
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成果，巩
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

据悉，2018 年，成华区
系统梳理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新形式新表现，重要节点
持续发力，重点领域严格管
控，组建86个督查组分片监
督检查16轮，邀请特邀监察
员明查暗访 26人（次），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8件18人，并一律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扎实开展不作为
及“懒散拖”问题专项治理，
查处问题52件57人 ，通报
曝光10件12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
笑）2月28日记者获悉：彭州
市纪委监委机关干部与全市
党员干部一起，签下了拒绝

“赌博敛财”承诺书。今年2
月，彭州市纪委监委印发《关
于开展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赌博敛财”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启动为期6个月的
专项整治活动。

方案要求，在整治打麻
将、玩扑克等传统赌博敛财
方式的基础上，将网络赌博
纳入专项整治范畴。同时，
彭州市纪委监委与公安等单
位开展联合排查，双向移送
问题线索；通过官方网站微
信持续通报曝光查处案例，
以身边反面典型实现“查处
一件、警示一片”效果。

“我们将全面梳理十八
大以来的‘赌博敛财’问题线
索，形成专人专管、全程备查
的问题线索台账，同时深挖
其背后隐藏的权钱交易、利
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彭州市
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
责人介绍道，“对党员干部涉
及‘赌博敛财’的，我们要求
其主动说清问题。如果未在
3月5日内主动说清问题，或
者继续不收敛不收手，我们
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重处
理。”

据了解，彭州市还将通
过走村入户、暗访暗查等方
式，着力发现专项整治履责
不力的单位。

都江堰到四姑娘山
“交通+旅游”深度融合

2017年12月7日，四川交投集团和
阿坝州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合
力在阿坝州建设2条“交通+旅游”轨道交
通旅游观光铁路。

阿坝州旅游资源丰富，有四姑娘山、
九寨沟等著名景区，但受制于交通条件，
旅游资源未能得到最大化开发。

其实，在瑞士、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
轨道交通和山地旅游相结合的交通方式
运用广泛，具有占地小、运量大、舒适便捷
的优点。

轨道交通观光铁路，不仅满足生态可
持续发展，还可缓解景区交通拥堵压力，
实现“快进”和“慢游”的有机结合。

建设旅游观光铁路，把主要景区串联
在一起，可以极大促进旅游业发展，促进
沿线交通与旅游深度融合。

2018年3月29日，在战略协议签署
三个月后，规划中的旅游观光铁路再次传
来消息，在四川交投集团和都江堰市人民

政府签约仪式上，双方再次明确了都江堰
至四姑娘山轨道交通项目。

签约仪式透露，为配合轨道交通项
目，双方将建设蒲阳轨道交通产业功能
区。

最后，为达到旅游开发目的，双方将
联合进行龙池-虹口旅游综合开发、成都
市域铁路37号线等项目，上述项目均在
前期工作中。

项目正式获批
总投资197亿设12个站点

2月27日，四川省发改委正式批复，

同意建设该项目。
该项目起于成灌高铁都江堰站，经虹

口、龙池、映秀、耿达、卧龙，止于阿坝州小
金县四姑娘山镇。线路正线长123公里，
桥梁 25995 米/25 座，占正线线路长度
21%，隧道95074米/25座，占正线线路长
度77%。

全线新建车站12个，包括都江堰、永
丰、乐园、虹口、龙池、映秀、耿达、卧龙、映
雪、邓生沟、巴朗山、四姑娘山站。

根据规划，项目按山地轨道交通设
计，计划建设工期72个月，估算总投资为
197 亿，正线为双线，限制坡度轮轨段
40‰，齿轨段12%。

齿轨，也是目前欧美发达旅游地区常
用的方式，主要为了适应山区坡度较陡，
便于列车爬山。

目前，从成都主城区到青城山，已经
有成灌快铁在运行，都江堰到四姑娘山观
光铁路的建成，意味着游客今后可以通过
换乘，一路乘火车到四姑娘山，免去自驾
堵车劳累。

可以预见的是，在观光铁路建设完毕
后，不仅可以观赏川西沿线的壮美风光，
还将极大地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针对近期山东、四川、湖
北发生的商业广告、商业活
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事
件，教育部近日发出通报，要
求全体中小学、幼儿园校
（园）长和教师要切实履行守
护“校园净土”责任，坚决杜
绝各类商业广告、商业活动
进入校园。

通报强调，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要在全面排查的基础
上，对区域内所有中小学校、
幼儿园排查整改情况进行

“回头看”，确保不走过场、不
留死角、不存隐患。要对所
有进入中小学校、幼儿园或
组织中小学生、在园幼儿参
加的活动，向学校、学生发放
的试卷、奖状、校服、教科书、
教辅材料、文具教具等，以及
进入校园的APP进行严格排
查，特别要防范外部人员借
各类活动制作、夹带、发放带
有商业广告的物品。

通报明确，要构建学校
管理长效机制。对于各类进
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生、在
园幼儿参加的活动，须由县
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进行
审批。 据新华社

成都成华区纪委
召开七届七次全会

彭州纪委
多措整治“赌博敛财”

教育部：
杜绝商业活动进校园

全线设12个站点，部分路段采用齿轨便于列车爬山

因兴趣而生的创业
两年后公司估值过亿

张恩泽的公司，源自大三兴趣小组
“慧眼”，团队成员大都是哈工大航天学
院控制科学与工程系自动化专业的学
生，平时主要研究机器视觉算法及嵌入
式硬件，按照他的说法，组建团队主要
是为了把所学“玩”起来。

第一次将兴趣“玩起来”是在一次
旅途中。大学时除了玩游戏，张恩泽还
很喜欢骑行。一次和团队成员去帽儿
山骑行，沿途景色美丽，他提议下次再来
时带个小型摄像头，把这些都拍下来。
但当时可穿戴摄像头比较稀缺、价格昂
贵，张恩泽就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出
来。经过半年多试验，他和同伴们做出

了一个“智能可编程摄像头”。
“当初成立团队只是因为想玩数

码，但光花钱也不是事儿，然后就去找
投资，最后一个四川的投资人找到了我
们，公司的成立也就顺理成章。”张恩泽
介绍，2015年“慧眼”团队的3个主要成
员来成都注册成立了易瞳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易瞳科技）。

据介绍，2017年，易瞳科技市场估
值就超过了1亿元，入选了成都市“潜在
独角兽”企业名单。张恩泽说，易瞳科
技的全景技术是有一定优势，但让公司
发展至今的秘诀还在于坚持二字。

“技术不是我们发展到现在唯一的
秘诀，因为任何一家技术公司没有10
年的积淀，都不敢说自身技术能够让别
人完全无法模仿。”他说，由于创始团队
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公司即
使遇到困境，也会像“打不死的小强”一
般不断奋进并发展壮大。

为谈生意虚报年龄
不愿陪酒放弃千万订单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张恩泽不过24
岁，前来面试的人往往都还比他年纪
大。“都说90后创业挺了不起，但是真
的做公司的话，竞争对手不会因为你年
轻就会让着你。”在公司成立的头两年，
张恩泽甚至为自己的年轻而苦恼。“在
谈生意的时候，客户会觉得太年轻的人
靠不住，所以好几次别人问我多大了，
我就说我28岁了，但实际上我才24。”
他笑着说，如今28岁的他已经不用再
虚报年纪了，但是时常会有人误认为他
已经年过30。

从去年到现在，张恩泽已经拿下24
家客户，涉及领域包含安防、无人机、智
能家居、车载等。刚开始创业时，他也
曾遇到过“难搞”的客户。“大概是2016
年的事情，那个客户的单子有上千万，
但是就是特别喜欢喝酒。”不擅饮酒的
张恩泽为了这笔订单，不得不陪这位客
户连续喝了一周的酒，每晚酩酊大醉，
可订单仍未敲定。于是他决定“不伺
候”这样的酒局，哪怕酒局背后是一笔
一千多万的订单。

全景摄像刚开始
未来摄像效果媲美单反

“有人觉得我们这个项目有些小
众，但是能够让公司探索5年的行业，我
觉得并不会像外人看的那么小，因为有
人会需要我们的产品去解决相应的问
题。”张恩泽说，

他认为，全景摄像会经历三个阶
段：一开始只是小场景，再发展到专有
场景的功能模块，最后会形成一个伟大
变革。张恩泽认为，目前全景摄像头只
是处于第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当前不
会强调全景不可替代，但是未来三到五
年，你们会逐渐感觉全景摄像会比你们
手里拿的单反更好，这需要时间。”

在张恩泽团队中，有个专属的称谓
叫“与生俱来”，这种兴趣驱动和天生使
然的使命感，是塑造他们团队文化的核
心精神。“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
己与生俱来该做的事情，并且天然地喜
欢这件事情。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比
别人付出更多时间，遇到困难也会全力
克服。”

“90后”数码发烧友张恩泽：

用兴趣孵化出一家潜在独角兽

1990年出生的张恩泽，收藏了
一屋子的相机、MP3等电子产品，是
一个典型的数码发烧友。

从兴趣爱好出发，他在大学组建
了名为“慧眼”的兴趣小组；又从这个
兴趣小组出发，组建了易瞳科技创始
团队；从6人起步，近四年来专注做
“720度全景摄像头”的单一产品。现
在，这家公司估值过亿，并入围成都
市“潜在独角兽”企业名单。

28岁的他，看起来还是一个学
生，可就这么酷。

本期《成都创客》，我们来聊一聊
这位90后创客的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尚智申梦芸 刘开怡

实习生 何雨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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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成都人出游，自驾
川西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自驾也有缺点，受路

况影响较大，经常发生大堵车。
2月28日，记者从四川省发

改委官网获悉，省发改委正式批
复了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
交通扶贫项目，沿线设置12个站
点，部分路段采用齿轨技术。

也就是说，该条线路建成
后，大家可以坐火车去四姑娘山
玩啦。

征集令

成都创客，
欢迎来战！

在成都这座城市，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在“九死一生”中，体味活下
去的痛苦和快乐。他们就是成都创
客，Chengdu Maker。

聚焦创客群体，用镜头讲述他们
的故事，封面新闻推出《成都创客》系
列短视频。我们关注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用天马行空般
的想象力在创新之路上摸索前行；我
们关注“高龄”下海的中年人，倾听他
们在身份转换、归零再出发中的焦虑
与收获；我们关注土生土长的本土创
客，欣赏每一朵从天府之国的沃土中
开出的创业之花；我们关注漂洋过海
落地蓉城的海归派，寻找在文化碰撞
中迸发出的梦想火花。

如果你是一名创客，如果你身边
就有创客，也欢迎与我们分享你们的
精彩故事。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通
道，分享你的故事。

都江堰至四姑娘山观光铁路获批

制图 高翔

张恩泽

张恩泽和他的创业团队。

Cheng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