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你准备好了
吗？龙泉驿区作为成都的
城市“绿心”已经动起来、干
起来、积极开展垃圾分类行
动了！

7 月 14 日上午，由成都
经开区党工委社治委、龙泉
驿区城管局主办，龙泉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承办的“倡
导垃圾分类·共享品质生
活”——成都经开区垃圾分
类示范行动启动仪式在龙
泉街道举行。启动仪式旨
在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
知晓率，做好垃圾分类宣传
工作，让居民了解垃圾分类
基本常识，并积极支持主动
参与垃圾分类，打造低碳家
庭生活，全面启动全区垃圾
分类工作，为建设环境友好
型的绿色社区贡献力量。
龙泉驿区委社治委、龙泉驿
区城管局、龙泉驿区12个街
（镇乡）、7 个垃圾分类示点
社区代表和居民代表共计
300余人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居
民积极投入启动仪式的环
节中。为了更有效地普及
垃圾分类知识，活动设置了
丰富有趣的环节。舞蹈《梦
想中国，绿色家园》让现场
气氛迅速热烈起来。社区
将垃圾分类编排成快板表
演，小志愿者们表演的《环
保小卫士》充满童趣。此
外，活动中设置了居民上台
分组比赛、垃圾分类投篮、
垃圾分类飞镖游戏、垃圾分

类我参与活动。居民们跃
跃欲试，积极参与。最后，
气势磅礴的大合唱《绿色梦
想》唱出了新时代居民心中
共同的绿色梦想。

龙泉驿区委组织副部
长、社治委常务副主任张金
珍在启动仪式上致辞时强
调：“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
利国利民的重大工作，是一
项复杂的长期性工程和系
统工程。活动倡导居民在
生活中践行保护生态环境、

低碳生活的理念，提升了居
民在垃圾分类中的知晓率
和参与度，为加快推进垃圾
分类，促进小区治理提供了
重要保障。”

张金珍指出：“我们的
目标是通过开展垃圾分类
示范行动，让居民的垃圾分
类知晓率达到 90%以上，参
与率达到 60%以上。未来，
将在全区设立 10 个垃圾分
类示范院落，打造垃圾分类
示范社区，以点带面积极动
员社会力量，形成居民自觉
自 主 进 行 垃 圾 分 类 的 氛
围。垃圾分类不仅要从我
做起，还要带动身边的人行
动起来，携手共建美好环
境，共享美丽龙泉，用行动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努力把龙泉驿
建设成‘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
园。”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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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抖音短视频不超

过40秒最佳，发布时间

和 地 点 也 需 要 固 定

……”7月 11 日，汪家

拐街道文翁社区针对刚

开通的社区抖音政务

号，开展了一次新媒体

应用能力培训课程。

此次活动邀请到大

邑共青团新媒体中心的

陈鹏主任，为社区骨干

和两新组织代表进行了

“基层社区如何在新时

代背景下做好短视频内

容”的主题课程分享，令

现场学员们受益匪浅。

“这次培训让我从更专

业的角度来看待抖音内

容的制作，以后不仅要

看还要尝试着拍视频。”

吴阿姨在课后说道。

注重视频传播
创新社区治理

抖音火爆全国后，这个
音乐短视频社区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政务账号入驻，
成为部分政务新媒体进行
政府形象宣传及正能量传
播的新舞台。为了创新社
区工作治理模式，提高社区
工作者的新媒体平台使用
技能，文翁社区党委邀请了
大邑共青团新媒体中心的
陈鹏主任来社区授课。据

了解，陈主任负责的“青春
大邑”抖音号粉丝量达 133
万，点赞数 4300 万，视频播
放量15亿次，单条抖音最高
播放量8330万，已成为影响
力巨大的政务大号之一。

培训中，陈鹏以诙谐幽
默的语言，结合自身运营的

“青春大邑”以及“共青团中
央”“四平警事”“成都天府
公安”等抖音号案例，分别
讲解了新媒体时代短视频
的制作、如何确定内容主
题、传播规律和自身定位。
同时，他结合基层社区的实
际，讲解如何根据社区特
点、各种人群的需要拍摄视
频，并强调政务短视频的拍
摄需要更接地气。陈鹏的
讲课令大家深受启发。

“这是我第一次来社区
讲授抖音短视频如何制作
与传播的内容，这跟之前在
高校讲课不一样，因为今天
现场来听课的大多都是中

老年人，我需要把授课内容
转化成很通俗的语言，这样
他 们 才 更 容 易 接 受 与 理
解。”陈鹏课后告诉记者，受
邀来此讲课很有感触，之前
从未想过社区基层单位也
在主动拥抱新媒体，希望社
区的抖音政务号能成为宣
传正能量的新阵地。

转变思维方式
成立新媒体团队

社区工作者处于基层工
作的第一线，直接面向社会、
服务居民，是推进社会各项
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而新时期的社区建设和宣传
工作对社区工作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走“网上群众路
线”，在抖音上寻找新阵地与
新鲜血液，才能建成专业化、
战斗力较强的社区宣传队
伍。“半个月前，我们申请开
通了社区的抖音号，想通过

一些新媒体的手段来展示我
们社区的风采，但是，一直没
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与方向。”
文翁社区党委书记刘仁容表
示，开通社区抖音政务号的
初衷是为了调动社区居民参
与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对需
要做的视频内容和传播方式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经
过这次培训，大家对此的观
念都有所转变。

此次培训结束的同时，
文翁社区的推特团队正式成
立。“将来，我们这支推特团
队会利用抖音号，聚焦文翁
社区的文化教育内容，宣传
社区的文创产品，并为即将
到来的第二届中国文翁教育
文化节的宣传做好准备。”刘
仁容表示，社区还将继续围
绕抖音的拍摄，开展一次提
高班的学习，让更多的社区
居民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摄影报道

上投摩根：
用主动管理把握新经济投资机遇

日本股市作为过去七年跑赢美股的证券
市场，有哪些投资机会可以把握？正在发行
的上投摩根日本精选基金拟任经理人表示，
2012年后的日本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激
进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经济结构改革中逐渐
复苏，在不少领域取得成效，经济转型和新经
济为日本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上投摩根日
本精选基金将依托摩根资产管理的丰富经
验，力争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为投资人争取
长期稳健的主动管理回报。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遗失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城市生活家具经营部（注

册号510107600538630）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
废。

以前，市民申请劳动监察或仲裁，需要
在不同的办公室来回奔波，耗时较长，程序
繁琐，一次申请往往要耗费两三个小时。现
在，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青羊区
人社局设立了劳动监察与仲裁受理点，并于
近日试运行。这是区人社局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切实服务“国际
化营商环境建设年”部署的有力举措。受理
点成立后，一站式服务模式大大提高了办理
劳动监察或仲裁的效率，切实方便了企业和
市民。

“我们对流程和法规不太熟悉，上次我
来就是到处乱闯。现在有了专设的咨询
窗口，感觉顺畅多了。而且这里还有公众
号二维码，扫一下就能看到办事流程、资料
准备要求，还可以下载电子版文书模板，查
询企业注册信息，比我们以前照着纸质版
看方便多了。”前来领取开庭通知书的小刘
感慨地说道。小刘告诉记者，他上次来申
请立案时，受理点还没有成立，他一头雾水
地来往于各个办公室里，问了工作人员后，
才弄明白流程。而这次来领取通知，他是
在受理点完成的，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搞
定了。一对一贴心服务，整个办事流程让
他感到非常愉悦。作为受理点设立、运行
的见证者，小刘感受到了受理点带来的便
捷，“必须点赞，确实是为企业和群众办了
一件大实事。”

记者了解到，劳动监察与仲裁受理点让
原本业务分散、多头办事的监察投诉和调解
仲裁，变为投诉申请“一站式受理”、来访办事

“一次性跑腿”、裁决处理“一体式办结”，让职
能多衔接、群众少跑腿，让程序少流转、群众
多点赞。

“以前监察和仲裁受理分别在不同的办
公室，当事人就同一问题两头跑路的情况时
有发生，受理点将监察和仲裁职能无缝对接，
统一受理，分类处理。当事人到监察投诉举
报，如案件出现争议，可以就地申请仲裁；同
样，如果仲裁当事人的诉求事实清楚，根据当
事人意愿，也可以立即转向监察寻求帮助。”
青羊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作人员介绍，下
一步区人社局还将继续改进，让办事咨询、投
诉举报、仲裁立案、文书送达、卷宗查阅、案前
调解均可通过受理点窗口完成，减少当事人
奔波，形成一个连贯、完整的全周期服务模
式，实现同一事项“只跑一次”，同一诉求“少
跑几次”。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青羊区人社局
申请劳动仲裁“一站式受理”

开抖音学视频社区成立“推特团队”

倡导垃圾分类共享品质生活
龙泉驿区举行垃圾分类示范行动启动仪式

龙泉进入垃圾分类新时代。

社区开展新媒体应用能力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