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上午，伦敦

奥运会体操冠军、2021年

成都大运会形象大使冯喆

现身崇州市体育公园，发

出“喜迎大运会·全民健身

我参与”倡议，号召市民争

当全民健身宣传员，人人

当好东道主！据悉，冯喆

此行是应邀出席“爱成都·
迎大运”2020年崇州市社

区共建共治共享行动暨社

区运动节启动仪式，并和

崇州市崇庆街道同心社区

的居民零距离互动交流。

崇州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市委社治委主任

余家洪出席启动仪式并

宣布“爱成都·迎大运”

2020年崇州市社区共建

共治共享行动暨社区运

动节正式启动，副市长郑

厚君致辞。

冠军倡议：
为世界赛事名城做贡献

启动仪式上，冯喆向市
民发起“喜迎大运会·全民健
身我参与”倡议时，鼓励大家
争当全民健身的宣传员，争
做全民健身的实践者，坚持
科学健身的好方法，树立“人
人当好东道主”的主人翁意
识，营造良好的赛事筹办氛
围，为成都市建设世界赛事
名城作出积极贡献。

本次活动还向全体市民

发起“当好大运东道主，建好
社区幸福家”的热情号召，鼓励
大家在共建共治共享行动中，
在精神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社
区运动节、社区故事展等各项
活动参与中，秉持崇德向善理
念，不断提升素质、收获健康、
感受快乐，以文明健康新风展
现最美的城市激情与活力。

社区响应：
居民点赞运动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是今年春节

以来，崇州市举办的首场社
区运动节，倡导社区居民更
便捷、更主动地参与体育运
动，让“爱成都·迎大运”理
念传递到每一个社区、每一
个家庭，积极主动融入办赛
营城的全过程，让大运带来
的活力和激情惠及每一位
市民。

“ 明 年 就 要 开 大 运 会
了，大家都很期待，我们社
区已经安排了一系列的运
动类活动，我都报了两个项
目。”同心社区居民龙女士
激动地表示，近两年来，切
身感受到城市精细化发展
治理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
的一系列改变。

四项举措：
凝聚社区力量迎大运

崇州市为进一步激发
办赛营城新动能，推出四
项 举 措 迎 大 运 ，包 括 ：推
动 国 际 化 社 区 和 运 动 健

康、文化创意、智慧科技等
主题社区示范建设；进行

“社区微景迎来宾”更新改
造；开展常态化开放式“邻
里携手暖蓉城”系列社区
活动；邀请大学生、记者等
群体进社区体验。

近年来，崇州市城市的
基础设施、街容巷貌不断完
善焕新，上百项公共服务通
过“天府市民云”APP 就能
获得，居民的生活需求在社
区层面基本得到满足，城市
公园、小游园、微绿地等公
共空间越来越多，具有崇州
印记、崇州符号的网红打卡
地群落正在形成……崇州
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崇州将继续把社区发展
治理、全民健身、大运会筹
办等工作紧密结合，进一步
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城市环
境、优化城市服务、传播城
市文明。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杨铠
摄影 李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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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成都高新区中
和街道迎江社区主办，成都市
成华区工坊文化俱乐部承办
的“电竞+邻里”社区“和平精
英”电竞争霸赛成功举办，来
自辖区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
在内的 60 余名青年电竞爱
好者参加了此次比赛。

活动现场组队，4 人一
组，原本陌生的邻里在激烈
的战场迅速融合，各个队伍
密切配合，高清画面，冲桥堵
桥、平原封烟掩护进圈等，还
有精彩的解说，给围观的居
民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经
过精彩的角逐，共有 8 人冲
出重围，取得优异成绩。

此次迎江社区以电竞文
化为切入点，精心策划备受

青年关注、喜爱、接地气地的
电竞娱乐活动，不仅撬动了
青年居民的参与热情，还得
到了参赛居民一致认可，营
造了“爱成都·迎大运”的电
竞赛事氛围。

社区着眼于发动居民参
与，开展绿色电竞赛事活动。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电竞+
邻里”是为青年人参与社区
治理、增进邻里互信而量身
定制的公益活动，不仅起到
增强居民的凝聚力和实效性
的作用，还深化了迎江社区

“家文化”的理念，为成都市
建设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电竞文化之都”贡献力量。

华西社区报记者 冯浕

社区供图

为更好地发动居民参
与“爱成都·迎大运”社区共
建共治共享行动中来，7 月
11日，锦江区三圣街道海棠
路社区举行了社区气排球
队成立仪式。

活动开始后，海棠路社
区党委副书记陈秀就社区

“爱成都·迎大运”系列活动做
了介绍，并对广大体育爱好
者发出了共同参与大运、共
同参与社区气排球运动的热
情邀请。他详细介绍了社区

气排球队成立的实施方案、
管理章程、队伍情况等内
容。随后，伴随着一群小朋
友精彩的气排球表演，海棠
路社区气排球队正式成立。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社区气排球队的成立，是响
应辖区居民的需求，目的是让
居民更好地参与到‘爱成都·
迎大运’中来，一起当好大运
东道主，建设美丽和谐社区。”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街道供图

废报纸、废塑料袋、芭
蕉叶“物尽其用”变身“服
饰”“饰品”，党员们身着五
彩斑斓的“时尚潮装”，手持
芭蕉扇，款式多样，潮味十
足……7月11日，温江区涌
泉街道清泉社区“爱成都迎
大运 共建绿色家园”暨清
泉社区、丽晶港社区“我为
环保代言”DIY 时装秀，在
锦 绣 森 邻 小 区 网 球 场 举
办。活动中，来自清泉社区
与丽晶港社区共计10个党
支部百余名党员，通过同上
一堂“听老赵讲故事”党课，
共同了解涌泉人身边的故
事，共同开展一场环保时装
设计与展示的主题党日活
动，进而实现组织共建、阵
地共享，有效促进社区党组
织深度融合，用环保时装
秀、绘画展等创意活动号召
党员纷纷成为“蓝天保卫战
卫士”。

今年初，涌泉街道启动
新城市片区区域化治理三
大联盟（区域商圈共建联
盟、区域志愿与公益共享联
盟、区域环境与物业共治联
盟）孵化培育项目以来，涌
泉街道清泉社区充分整合
辖区内各类生活服务资源，

深挖文化价值内涵，加大资
源整合力度，紧紧围绕“三
大联盟”，推进汇邻里区域
商圈共建联盟，促进共同发
展，搭建政助企、商联商、商
帮商的区域型共享平台，进
而突破原有的机关、企业、
社区之间的格局和界限，实
现企业、社区、社会公益资
源的共建共治共享。

“废旧物品穿出了新时
尚！”“环保活动创意十足，
蓝天保卫形式新颖，给人印
象深刻。”社区党员们纷纷
表示自己愿意成为环境保
护的志愿者、践行者，用行
动呼吁更多党员融入到社
区发展治理中来。与此同
时，本次活动也就纪念建党

99 周年系列活动之“在社
区、爱成都、迎大运、我为社
区代言”主题征稿中，所收
集涵盖社区新貌、身边好
人、感动故事及社区发展治
理建议近40余件作品进行
了现场展出，获得广大党员
一致称赞。

下一步，清泉社区、丽晶
港社区将持续探索社区党建

“一对一”结对党建联建工作
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完
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以党
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实现
资源共享，全面推动涌泉街
道区域连片治理，达到优势
互补、工作交流、活动联办
等连片治理成效。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主题教育有新意
迎大运党员登台“时装秀”

海棠路社区气排球队正式成立

“电竞+邻里”擦出火花
迎江社区开展电竞争霸赛党员的“潮装”。

冯喆在活动现场发出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