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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院士有了“新家”
位于江安湖畔，30套小别墅可“拎包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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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
偏北风1-2级

成都（16时）
AQI指数 123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攀枝花、康定、西昌
良：遂宁、南充、广安、达州、巴中、雅安
轻度污染：泸州、德阳、绵阳、眉山、广
元、资阳、内江
中度污染：自贡、乐山、宜宾

20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30—160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大部城市为轻度至
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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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爱心婆婆”
获阿里巴巴正能量奖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苏定伟 见习记
者 赵紫君）1月20日，阿里巴巴正能量联
合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为南充“爱心婆
婆”叶千秀颁发阿里天天正能量奖及
5000元奖金，以表彰这个80岁老人数十
年如一日的善举。

小时候家庭贫穷，叶千秀曾差点因
交不起学费辍学，最终在班主任帮助下
才完成学业。从此，一直记着这份温暖
的叶千秀多次伸出援手帮助他人。

年轻时，叶千秀曾在南运集团南充
汽车客运站工作，她经常自备晕车药、感
冒药，为旅客排忧解难，被很多人称为

“雷锋大姐。”此外，她还收养孤儿，包大
巴车带着15名孤残儿童逛公园；“5·12”
汶川地震发生后，她带头捐出6000元和
5000斤大米……如今，患有糖尿病的叶
千秀仍省吃俭用，一直坚持帮助他人。
从2008年起，她一共资助了40名贫困大
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叶千秀已
累计捐款92万元，资助40余名家庭困难
学生圆梦大学。

同呼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江安河畔，院士们有了虎年“新
家”。1月20日，四川大学院士公寓交付
仪式在成都市双流区举行。

院士公寓建成后，不仅可以为院士
们提供便捷、优质的生活环境，让他们
在双流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更能将节
约的“通勤时间”变成工作和“科研时
间”，进一步助力川大科研成果在双流
开花结果，赋能双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据悉，这是双流区－四川大学《深
化校地合作共建协议》的又一具体落地
项目。从此，一批川大院士、杰出教授
将入住这里，成为双流新居民。

院士“新家”
30栋小别墅环境优越

走进院士公寓，这里距离四川大学
江安校区很近。隔壁，江安河蜿蜒流
淌。窗外，绿道在树林之间铺开。

“环境挺好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兴栋一边
参观一边对院士公寓表达了赞许。厨
房、客厅、书房，接待室、卫生间、阳台
……他认真参观了公寓的各个房间。
考虑到院士们年事渐高，公寓都安装了
电梯，从负一楼地下车库可以直通到各
个楼层。

院士们都很忙。“我晚上 12 点才
睡觉，在家里工作。”张兴栋说，院士
基本上没假期，在家工作是常态。
这里不仅为院士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居住环境，也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工
作环境。

“公寓的交付体现了双流区对院士
的关怀，更体现了双流区对人才的重
视。”张兴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
或将于春节后搬到这里来。

据悉，此次一共建成30套院士公
寓，加上一处服务中心，占地面积约21
亩，总建筑面积约 1.6 万㎡，项目于
2020年9月28日动工，今年1月20日
精装交付。

投入2.5亿元
医院、学校等全部配套

为了迎接院士们的到来，双流
做足了功课。院士公寓加上周边配
套设施等项目，双流共投资约 2.5 亿
元。

据悉，所有房屋均由双流以“交钥
匙”工程形式为川大建设，即精装房的
公寓建好后，直接将钥匙交到学校手
中，让院士们实现放心、舒心地“拎包

入住”。
双流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了给

院士们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双
流同步推动了周边公共配套和基础设
施建设。不仅在公寓旁沿江安河打造
了一处市政公园—滨河绿道营地，还按
照双流区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推动
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要求，
同步在环川大区域布局了学校、医院等
基础设施。

同时，双流还加快了轨道交通建
设的步伐，在江安校区布局了 5个地
铁站点，建设8号线、30号线（在建）直
通望江校区、双流机场，方便区域居民
及川大师生出行。通过城市更新推进
川大路、大件路的改造扩建，打通黄河
路人行下穿隧道，使川大两个校区连
成一体，不断提升该片区城市形象和
城市功能。

校地合作
122项发明专利在双流落地转化

此次院士公寓的建成交付，既是
双流-四川大学校地合作成果的重要
标志，也代表了双流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态度和打造“天府人才第一区”的
决心。

2019年7月29日，双流区与四川大
学进一步签署《深化校地合作共建协
议》，双方就夯实校地协同，推进高校、
院所、企业与园区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发
展共同体，促进区域院校企地深度融合
发展达成协议。

“截至目前，四川大学有122项发
明专利在双流 22家规上企业里落地
转化；双流与四川大学共同组建的川
大技术转移集团，成功转化项目 14
个，其中 3 家估值过亿、2 家产值过
亿。”四川大学-双流区深化校地共建
合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第二医院的领
办与合作下，双流区一医院、妇幼保健
院成功跻身“三甲”医院。川大江安小
学、江安幼儿园也于2021年教师节开
工建设，目前进展顺利，投用后既能解
决四川大学教职工子女的入学、入托
需求，也将为提升片区整体教育品质
发挥重要作用。

如今，在双方的携手推动下，四川
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项目、四川华西
国际医院等项目也正加快推进，并在双
流落户成都首个川大侨联专家工作
站。一项项协议内容，正逐步转化为校
地合作的实景图。

第十一届质量榜样·2021年度传媒大奖揭榜

▲院士公寓可
以为院士们提
供便捷、优质
的生活环境。

◀张兴栋院士
（左）欣赏公寓
窗外的风景。

华西都市报讯（消费质量报记者 李
欣璐）1月19日，由消费质量报社、成都
深报地铁传媒、四川金熊猫地铁文旅三
方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质量榜样·2021
年度传媒大奖揭榜。活动评选出年度
质量金鼎奖、年度消费者喜爱品牌、年
度行业质量标杆企业奖等一系列公益
性品质大奖。

本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榜样先锋
的引领示范作用，引领更多企业积极践

行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通过企业自
荐，消费者、各地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
的推荐，活动确定候选企业、市场监管
部门和个人，共计200余家（个）。

最终，经过大众投票和专家组评审，
万科（成都）企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等单位获“2021年度·质量金
鼎奖”，华润置地（成都）有限公司获“2021

年度·行业质量标杆企业”称号，内蒙古蒙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2021年
度·质量管理卓越奖”，雀巢（中国）有限公
司获“2021年度·社会责任贡献奖”……

从2011年到2021年，质量榜样·传
媒大奖已成功举办11届。11年来，活
动突出公众性、社会性、公益性、专业
性，始终坚持“以质量破题，以榜样为核
心”的理念，搭建起社会公众了解、评
价、推动质量工作的大型活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