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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郫都区综合执法局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

近日，成都市郫都区综合执
法局党员干部和职工代表走进战
旗村天府农耕文化博物馆和古城
红色文化博物馆参观、近距离向
全国劳动模范高德敏学习、并前
往烈士陵园祭扫先烈，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党史
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感
悟初心使命、坚定信仰信念、凝聚
奋进力量。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还要持续把党史学习教育贯
穿到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中，进
一步明确努力方向，积极主动作
为，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行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
周年。”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李玥林

赋能幸福美好生活
小广场变坝坝茶文化新场景

“多以茶相待，客从远方
来”“泡在茶里的一座幸福城
市”……近日，记者来到位于
锦江区锦华路街道晨辉社区
的“成都记忆茶文化主题广
场”，这里有趣的标语、高耸的
树木、清新的绿植、笼中的鸟
鸣、杯中的清茶……惬意的春
日午后，趣味盎然。完全看
不出，1个月前这里还面临着
环境脏乱差、占道经营等诸多
治理难题。

召开12个院落
“坝坝会”收集意见

“在这儿喝茶喝了十多年
啦，花几块钱就能在这里和小区
的朋友们耍一天。”家住金象嘉园
小区的罗大爷告诉记者，自小区
2005年建成后，他便居住在此。

然而 1 个月前，这里充斥着
各式棚屋、杂乱堆放的物品等突
出问题，“因附近无市政规划配套
休闲点，喝茶的居民日益增多，茶
铺商家逐渐将喝茶座椅等摆出铺
面，占用小广场，甚至占用绿化
带。多年来，广场面临环境脏乱
差、占道经营、车辆停放等治理难
题，居民投诉较多。”晨辉社区党
委书记王琦透露，这附近不少居
民已经形成了在广场喝茶休闲的
生活习惯，甚至有些居民还对茶
铺占道经营持支持意见，多年来，
社区联合多部门整治，但始终未
能彻底解决问题。

“成都记忆茶文化主题广场”
原来又名金象嘉园小广场，属市
政公共广场，位于晨辉北路与晨
辉东路交界处。如何才能既满足
居民需求，同时又切实改善社区

震荡市量化投资优势渐显

春节后，前期上涨的少数核
心资产股价出现调整，而不少中
小值股票逆势上涨。在此背景
下，以宽度制胜的量化投资迎来
较好的时机。同源数据显示，截
至3月26日，近七成公募量化基
金春节以后回报超越沪深300指
数。

在现担任景顺长城基金副总
经理并负责量化投资管理的黎海
威带领下，景顺长城量化投资已
覆盖指数增强、主动量化、量化对
冲、Smart Beta 等多种策略、不同
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可满足投
资者多元化量化投资需求。

工银瑞信多只基金荣登晨星5年
10年业绩榜

近日，晨星中国公布的公募
基金最近 1 年、3 年、5 年及 10 年
业绩排行榜显示，一季度，工银瑞
信旗下12只基金、总计22次荣登
同类基金业绩TOP10榜单，更有
2只基金获近5年业绩排行冠军。

总体来看，工银瑞信旗下共
有12只基金、总计22次荣登晨星
中国基金业绩榜。12 只基金分
别由杜洋、袁芳、赵蓓、谭冬寒、张
宇帆、鄢耀、何秀红、赵栩等11位
基金经理管理，充分展示了工银
瑞信强大的投研团队整体实力。

2020年景顺长城为基民赚取超
580亿元

国内权威基金评级机构海通
证券发布了最新一期《基金公司
权益及固定收益类资产业绩排行
榜》。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至3
月31日，景顺长城基金长期业绩
依然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过去
3年、过去5年公司旗下权益类基
金绝对收益率排名分别为2/112、
2/98，均位居行业第 2 名。凭借
旗下基金优秀的业绩，长期以来
景顺长城基金为基民赚取了丰厚
利润。天相投顾数据显示，2020
年景顺长城基金为基民实现了
585.03亿元的利润。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四万亩樱桃红了
贾家樱桃沟向你发出“邀请”

4月7日，由成都东部新区管
委会主办，成都东部新区贾家街
道承办的“成都东部新区2021年
首届樱桃文化旅游季”正式启
幕。本次樱桃文化旅游季将持续
到4月底。

据介绍，本次樱桃文化旅游
季以“幸福春日果·东进趁年华”
为主题，围绕公园城市建设、幸福
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城市中心工
作，以“新区之名”邀全球赏味“东
部樱桃红”。

开幕式在贾家樱桃沟旅游区
举办。活动当天，贾家街道以“樱
桃”为线索，围绕视觉、听觉、触觉
三大感官，为观众准备了形式多

环境面貌，健全长效管理
机制？为此，社区以需求
为导向，深入调研。“社区
专门召开辖区 12 个院落

‘坝坝会’，收集居民关于
广场意见建议，集中体现
在三方面。一是居民认
为健身娱乐活动的公共
场所较少，喝茶休闲需求
较大。二是居民希望通
过集中整治，提升现有的
广场空间，90.2%的居民
允许广场在不影响正常
通行的情况下部分用于
喝茶休闲。三是居民希
望搭建居民议事协商参
与平台，畅通居民沟通桥
梁。”王琦介绍说。

建绿色宜居环境
搭议事协商平台

今年初，晨辉社区联
动多个职能部门，组织 7
家商户和相关主管部门

召开了十余次协调会，最
终达成《晨辉社区金象嘉
园广场茶铺环境整治方
案》，签订整治承诺书，联
动商户实施绿化再植、花
箱隔断、规范经营等。如
今，广场问题整治终于成
效明显，公共活动空间得
到有效恢复。

现在的小广场变身
成为了特色坝坝茶文化
场景，居民不仅可以在
这里休闲娱乐，更能提
意见提诉求，参与社区
共建共治共享。“社区依
托成都坝坝茶文化，搭
建居民参与平台。”王琦
介 绍 ，“ 晨 辉 社 区 创 建
2020 年党建引领示范社
区，根据居民需求，通过
实施茶馆氛围营造，将
嘉园小广场打造为居民
生活休闲的特色坝坝茶
文化场景。同时依托坝
坝茶营造轻松休闲的环

境，搭建居民参与平台，
畅通居民与社区沟通桥
梁，有效收集居民意见
及诉求；通过建立群众
工作机制，以召开协商
会议、茶文化活动、摆龙
门阵等形式，挖掘培育
居 民 骨 干 收 集 群 众 意
见。”

成都市“幸福美好生
活 十 大 工 程 ”中 提 到 ，

“人人都享有生态绿色、
文明和谐的宜居环境；
人人都拥有参与治理、
共建共享的归属认同。”
金象嘉园小广场的特色

“坝坝茶”群众工作之家
阵地正是为幸福美好生
活聚势赋能，通过社区
环 境 治 理 构 建 和 谐 文
明、美丽宜居人居环境，
与此同时，通过营造居
民协商自治场景，实现
社区治理可持续性。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冯浕

社区供图

样、丰富新奇的节目表
演。开幕式整体以“聆听
樱桃成熟”为主题划分为

《看·樱桃盛红》《舞·樱桃
活力》《赏·樱桃之旅》《听·
樱桃之声》《聚·樱桃丰收》
五个章节。开幕式展示了
樱桃丰收之际，大家共聚
一堂的喜庆氛围，体现新
区人民乐观包容的生活态
度，传递“像新区人那样生
活”的价值观。

“诚邀广大市民来成
都东部新区享受幸福美
好浪漫时光。在采摘樱
桃的同时，感受我们本地

的生活美学！”成都东部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罗云在开幕式上
向广大市民发出了诚挚
邀请。据罗云介绍，作为
成都东部新区樱桃的集
中种植区，贾家樱桃沟如
今把都市农业和休闲旅
游结合在一起发展生态
旅游业，实现了第一产业
和 第 三 产 业 的 交 叉 融
合。目前，贾家街道的樱
桃有黑珍珠、红妃、脆皮
等多种品类，樱桃果肉饱
满有嚼劲、味甜，且耐储
存。贾家樱桃沟樱桃种

植面积达 4 万亩，拥有近
200 家农家乐，从事旅游
及相关产业人员达 6000
余人，年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2 亿元，极大地提高了
农产品的附加值并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农产品绿
色品牌，为今后都市农业
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

据悉，在樱桃文化旅
游季举行期间，街道还将
在新希望种子乐园举行

“宝贝的恐龙展”“樱桃集
市”等配套活动。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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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居民可悠闲喝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