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单位、爱心企业、友好人士
对宝胜农民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将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
葡萄感谢大家”。

授牌仪式结束后，村民
们热情地邀请共建单位、爱
心企业、友好人士到葡萄田
采摘葡萄，品尝葡萄，感受采
摘乐趣。

近年来，宝胜村落实精
准扶贫相关政策，创新扶贫
助民模式，通过葡萄认养等
方式发展乡村旅游，促进群
众致富增收，通过认养，基地
群众户均增收超过 3 万元。

在扶贫政策的带动下，群众
自主改良10余个新品种，建
设葡萄文化主题民宿等，发
展氛围浓厚。目前，宝胜村
正抓紧推动“新农村·新生
活”乡村社区主体场景营造、
生态宝胜·美丽乡村”项目、

网红基地、民宿、“水美乡村”
项目等项目，新增发光绿道、
VR图书馆、微型运动区、游
泳池等配套设施，高标准打
造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场
景，以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除了参加葡萄公益认养
活动外，宝胜村今年又增

新玩法。据悉，宝胜
村将于 8 月 14 日开

展 为 期 10 天 的
“葡香美丽洛带

萄 醉 宝 地 胜
景 ”——“ 爱 成
都·迎大运”2020
年第五届乡村旅

游暨葡萄采摘节
活动。今年的活动

精彩纷呈，可以尽享嗨
翻荧光跑、燃夏日之夜、享
法式风情、听公益音乐、赏
绚丽烟花、品冰爽葡萄、喝
生鲜扎啤、体验客家情、戏水
上乐园、吃田园美食、住特色
民宿等系列活动。

华西社区报首席记者 沈悦
街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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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中遇到的环

境整治、物业管理、邻里纠

纷、法治意识提升等难点、

痛点、堵点，如何有效解

决？7月28日，以法治示范

社区创建为主题，由成都高

新区工委全面依法治区委

员会办公室，中和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指导，迎江社区

主办的“党建引领法治同

行·区域共建聚治恵民”，即

“2020年首届社区法治惠

民行动”正式启动。

“蓝丝带”法治共建
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党建
引领法治同行 区域共建聚治
惠民’，即坚持党建引领，聚合
社区法治力量，汇智、惠行打造
集示范性、参与性、知识性、教
育性于一体的高品质和谐宜居
生活社区，协同创新发展，惠及
民生科普服务。”中和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

解决社区治理痛点
“蓝丝带”法治共建服务队成立

聚焦新兴制造赛道
工银瑞信新兴制造7月
31日发车

在我国制造业迈向中高
端、成为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
过程中，孕育着丰富的投资机
会。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
机会，工银瑞信新兴制造混合
基金于 7 月 31 日起在交通银
行、长江证券、天天基金等各代
销渠道及工银瑞信直销平台公
开发售。
据悉，工银瑞信新兴制造混合
基金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新能源
汽车、汽车电子、智能驾驶、消
费电子、医药制造、家电行业、
新材料行业、精细化工行业等
具有良好成长前景的制造业相
关行业，涵盖了今年多个热门
主题。

专注“内生”增长优质企业
景顺长城竞争优势混合
即将发行

近年来，A股中的消费、医
药、科技等板块走出了独立行
情，同时板块轮动加快，而不少
实力卓越的基金经理通过均衡
布局，为投资者赚取了不菲的
回报。其中，景顺长城股票投
资部研究副总监刘苏管理的景
顺长城动力平衡混合表现优
秀，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7
月 24 日 ，近 三 年 净 值 增 长
67.27% ，近 五 年 净 值 增 长
104.49%，并被评为五年期五星
评级基金。据悉，拟由刘苏担
任基金经理的景顺长城竞争优
势混合基金将于7月31日正式
发行。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资讯

夏日的宝胜村弥漫着香甜
的气息，置身百亩葡萄园中，幸
福之感随之而来。7 月 28 日，

“爱成都·迎大运”成都龙泉驿
区洛带镇宝胜村第五届“万株
葡萄树·千人来认养”葡萄公益
认养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公益活动由中共成都
市龙泉驿区委组织部、中共成
都市龙泉驿区委宣传部、中共
成都市龙泉驿区委社治委指
导，洛带镇党委政府主办，宝胜
村党委、村委会、美人指果蔬合
作社共同承办。

认养活动在曼妙的舞蹈
——《客家禧》中拉开序幕，这
是由宝胜“舞动人生”龙舞客家
文化艺术协会带来的节目，极
具客家特色的舞蹈向共建单
位、爱心企业、友好人士表达真
诚的感谢。随后，50余家爱心
单位、社会组织等依次上台展
示认养金额履行社会责任，认
养金额达 40.3 万元。据统计，
还有近 20 余家单位和个人准
备参与认养，预计累计认养金
额将达53万元。

果农代表黄明说：“感谢共

启动仪式上，迎江社区
党委、锦江监狱党总支签订
了党建结对法治共建协议
书，协议以创建平安、法治、
文明、和谐社区为目的，以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惠民
利民”的方式，针对筑牢组织
基础帮扶辖区困难党员、共
育志愿队伍解决民生难题、
共创教育基地开展廉政警示
教育、共谋社区发展提升居
民服务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现场，由锦江监狱、中和
司法所、迎江社区、社会组织
联合打造的“蓝丝带”法治共
建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
迎江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
负责人成燕宣读成立决议并

授队旗。队员们宣读志愿者
誓词，愿意为创建法治示范
社区贡献力量。这是继7月
23 日迎江社区组建“迎江
红”调解志愿者小分队以来
亮相的第二支志愿者队伍。

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专
家聘任仪式，辖区司法工作
者、资深社会工作师、社区营
造师、居民骨干成为了迎江
社区创建法治示范社区的首
批专家队成员，来自成都市

“社会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
彭静萍结合 2020 年高新区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和街道

迎江社区片区规划，现场指

导并分享示范社区创建的成

功经验。

全方位提升服务能力
打造法治文化场景

迎江社区党委副书记成

燕介绍道，未来社区还将联

合党建共建单位打造更多的

法治文化场景和法治教育阵
地，如法治主题街区、法治文
化长廊、法治创客中心、院落
法治调解阵地，并引进辖区
企业参与到法治共建行动
中，以“硬件+软件”全方位

提升服务能力。

中和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党建引领法治同行·区

域共建聚治恵民”2020 年首

届社区法治惠民行动启动

后，由“街道+社区+小区”的

三级矛盾调解机制将在迎江

社区落地实践，以法治文化

阵地建设、法治共建志愿者

队伍建设为主的立体化法治

建设体系将做到“小事不出

院落，大事不出社区，难事不

出街道”，将各种矛盾化解在

基层，形成居民自我管理、自

我监督、在我治理、自我服务

的良好局面。他表示，“此次

活动充分运用法治示范社区

的创建为纽带，通过基层党建

引领作用，推进区域单位合

作，在优化资源协同创新发展

的同时，惠及民生法治科普服

务，运用‘法治+’的模式，把法

治文化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

的生活场景营造相融合，以

‘硬件+软件’全方位提升服务

能力，推动各类治理主体共建

共治，成果共享，为法治示范
社区的创建打造坚实的基础，
助 力 美 丽 宜 居 公 园 城 市 建
设。”

华西社区报记者 冯浕
街道供图

“万株葡萄树·千人来认养”感受“新农村·新生活”

认养葡萄树。

颁发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