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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记者从成都
市温江区金马街道获悉：近
日，金马街道蓉西新城等9个
农村集中安置小区的“垃圾
分类专业督导员”，经过专业
培训后正式上岗了。上岗
后，他们将向居民宣传和普
及垃圾分类基本知识，引导
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
源，做好垃圾分类是打造城
市文明高颜值的关键一环。

我们会在垃圾桶旁监督和引
导居民进行垃圾正确分类投
放，保证垃圾分类投放率。”
一位督导员告诉记者。

垃圾分类是民生“关键
小事”。金马街道正按照“户
集、村收、片区运输”的模式，
加快建设一批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点和一个地埋式垃圾回
收站，并在农村院落设置“三
分类”投放点，在农贸市场餐
设置厨垃圾专用收集点，鼓

励家商户自行安装油水分离
器进行干湿垃圾分离，夯实
前端分类硬件基础。

同时，在全街道开展宣
传活动，发放宣传册、环保
手提袋，并对200 余名垃圾
分类督导员开展规范收集、
运输专题培训，通过督导员
引导居民“怎么分、怎么投。

“督导员的任务是引导市民
对生活垃圾想‘分’、会‘分’，
让居民真正接受这种环保

低碳的生活方式。”金马街
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悉，金马街道还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在 21 个
小区分设42个垃圾分类督
导小组，定时定点对垃圾分
类“分时段”投放进行引导,
推动生活垃圾前端分类和
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
置，逐步形成“政府+社区+
物业”齐抓共管格局。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李玥林

垃圾分类督导员上岗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

“山顶上有湖泊美

景，这里可是独一份儿，

村上把周边环境整好了，

周末很多游客上来爬山

打卡，每家人的生意都很

红火……”11月 15日，

成都龙泉驿区柏合街道

宝狮村仰天窝景区游人

如织，在湖边做生意的李

大姐愉快的忙碌着，自打

仰天窝被打造一新后，她

的生意可是一天比一天

好。

环境颜值升级
美丽传说吸引游客

宝狮村位于龙泉山脉
中段，海拔525米至839米，
区域内有仰天窝、宝狮湖、
三百梯等著名景点，环境优
美，森林密布，桃林遍野，历
史文化遗迹众多。宝狮村
景点之一的仰天窝面积约
1500亩，是距离城市最近的
大型山体，已经建成5公里
的阳光健身步道。龙泉城
区边的龙泉山顶上有一凹
陷，位于宝狮村11组，状如
脚仰，约100亩，被称为仰天
窝。仰天窝中间有一小型
人工湖泊，面积22亩，名为
莲花堰。这一山顶上的湖

泊拥有着美丽神秘的传说
和历史遗址，传说，湖里沉
睡着一株六十年一盛开的
五色彩莲，大家都很想一睹
这彩莲盛开的奇观。

“这里可能是离城区最
近的登山步道，开车5分钟
山下就是龙泉城区，来这
边爬山的人特别多。村上
把具有美丽传说的莲花堰
周边进行规划改造，大家
都慕名来打卡，我们在附
近做生意是最开心的。”家
住宝狮村仰天窝景区的向
信琴，正利用空闲时间打
理自家院子里新栽植下的
多肉植物。作为村上庭院
美化治理的“佼佼者”，他
家通过栽植绿植，美化环
境，让曾经的“脏乱差”变
成了现在 的“净齐优”，庭

院美化更是成为村里居民
学习的榜样。

人居环境整治
全面提升村民幸福感

莲花堰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于今年竣工，已
完成场地平整、景观植物
种植等建设。打造修建有
健身步道，景观树及上百
种花草种植，微景观雕塑
修建……绿廊、凉亭、休闲
座椅让莲花堰周边有了休憩
的地方，模样也焕然一新。

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名
片，同时也是事关群众生活
质量的重大民生工程。宝狮
村拥有得天独厚的森林资
源，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共建共
享”为原则，纵深推进生活垃
圾治理、农村村容村貌提升
的行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串“点”成“线”，连“线”
成“面”。眼下正是宝狮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的关键时期，接下来，将按
照“农业为基、生态为底、融
合为根、增收为本”的原则，
整合辖区资源，打造集赏
花、采果、农事体验、民宿、
康养为一体的现代田园综
合体，结合农民集中建房项
目，配套完善休闲观光设
施，形成“一三”互动，发展
高端业态，为农商文旅融合
发展打下良好生态基础。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沈悦
摄影报道

投研能力突出
融通基金旗下多只权益基金
近三年业绩领先

近年来，公募基金以超额收益充
分证明了“炒股不如买基金”。成立
19年之久的融通基金，也交出长期优
秀的成绩单。

据银河证券数据，近三年来，融
通行业景气、融通健康产业、融通转
型三动力 3 只基金在同类中位居前
十，融通中国风1号、融通成长30、融
通跨界成长等5只权益基金在311只
灵 活 配 置 型 基 金（股 票 上 下 限
0-95%+基准股票比例 30%-60%）中
位居前10%。

19只产品年内回报超50%
国投瑞银展硬核投研实力

作为普惠金融的典范，公募基金
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其中一些基金
公司为持有人带来较优的回报。截
至2020年11月13日，国投瑞银旗下
19只权益类基金今年以来回报超过
50%，过去两年 18 只产品净值翻倍。
国投瑞银基金优秀的回报能力获得
投资者的认可，公司也不断通过多样
化布局，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悉，国投瑞银近期将发行一只权益
单品——国投瑞银价值成长一年持
有混合，值得投资者关注。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遗失公告

新津县安西镇月花村村民委员
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成
都农商银行新津安西分理处，核准号
是 J6510023170303， 编 号 是
6510-02964361， 账 号 ：
022909000120010000612）；新津县安
西镇永丰村村民委员会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开户行：成都农商银行新
津 安 西 分 理 处 ，核 准 号 是
J6510023171303， 编 号 是
6510-01950729， 账 号 ：
022909000120010000596），特此公告，
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关于设立现代都市工业等3个
功能区管理机构有关事项的通知》（金
机编发〔2019〕10号）精神，拟撤销成都
市金牛区环交大智慧城建设推进办公
室、成都市金牛区国宾文化旅游商贸区
建设推进办公室，设立成都市金牛区科
技服务产业功能区管理委员会。现本
单位成立清算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以上
拟撤销单位的资产债务工作请与清算
工作领导小组联系，特此公告。

联系人：屈英 87656966
金牛科技服务产业功能区管委会

2020年11月20日

人居环境整治见效山美了游客多了

“阳光问廉”坝坝会听民声解民困
“老年人助餐点位有点

远……”“家门口这条路两
头高、中间低，雨季积水多，
干了又长青苔，出行不安全
……”11月18日下午，在成
都市锦江区锦华路街道香
江花园开展了一场“阳光问
廉”坝坝会。

“大家有什么烦心事、
忧心事请讲出来，今天我们
在这里就是来拉家常、问需
于民的！”坝坝会上，锦华路

街道纪工委书记贾兴满直
言，“我们现场解答群众意
见诉求的同时，建好问题台
账，明确责任，限期解决。”

据悉，锦华路街道今年
新成立，党工委严格落实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坚持率先从“班子成员”自
身抓起，把建设清政廉洁
和谐团结的领导班子放在
了首位，从严从细制定和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先后

研究制定了《党工委自身
建设措施》等 23 项基本制
度，确保街道规范有序运
行。开展了微权力治理和
廉政风险排查，在街道、社
区 两 级 共 梳 理 微 权 力 46
项，形成“微权力”清单，制
定“微权力”运行流程图，评
估风险等级，制定防控措
施，强化运行动态监督。同
时，为进一步拓宽信访举报
渠道，还邀请区纪委领导、

区信访局工作人员、特约监
察员、廉情监督员采取入户
走访、院落坝坝会、在人员
流动量较大的街头广场设
点等方式，开展纪检监察
流动接访活动，主动收集
群众的困难问题、意见建
议和基层“微腐败”问题线
索，零距离倾听群众的心
声，打通党风廉政建设“最
后一公里”。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冯浕

资讯

莲花堰的环境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