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电力建设 提供安全高效电力保障
新区召开电力工作专题会议 刘志聪主持会议

55月月2525日日，，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天府新区
召开电力工作召开电力工作
专题会议专题会议，，天府天府
新区成都党工新区成都党工
委副书记委副书记、、纪工纪工
委书记刘志聪委书记刘志聪
主持会议主持会议，，并就并就
相关议题予以相关议题予以
明确工作划分明确工作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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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街道开展自贸区专题培训

为培养干部队伍专业知识，提升干部
队伍专业能力，5月24日，华阳街道在天府
菁蓉大厦开展“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践
与借鉴”专题培训，北京吉利学院校长、西
南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霍伟东进
行授教。

专题会详细讲解了自由贸易试验区
概念、必要性、功能定位，我国自由贸易区
设立情况，第一批、第二批自由贸易区实
践成效和经验，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
方向、发展定位及总体思路和意见建议等
内容。 雷璐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全市社科理论骨干培训班学员
考察新区

5月26日，2017年全市社科理论骨干
培训班学员一行约50人参观考察了成都
天府新区。

社科理论骨干培训班学员一行首先来
到成都科学城规划展示馆，详细了解了成
都科学城的总体规划情况、高端产业布局
和未来发展潜力。不少人在观看成都科学
城的宣传片时，还拿出本子不停记录。在观
景台上，成都科学城尽收眼底，学员们纷纷
拿出相机、手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培训班学员一行还参观了鹿溪河生
态区和西部博览城。在鹿溪河生态区，清
澈的河水，成片的绿树鲜花，让大家赞叹
不已。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在维修电工组的比赛中，对
着电路图，选手们都是一脸认真。
电工组的冠军最终被 36 岁的李
波获得。李波说，自己从小就喜欢
摆弄家里的电器，小时候他就能
将家里能拆的东西都拆了，拆完
了自己又琢磨着装回去。正是因
为这份热爱和好奇心，李波从 18
岁开始就跟师傅学艺，那些复杂
的电路在他眼里都变得非常有
趣。在技术方面，他一直是公司里
的佼佼者。

高贵和谭杨则分别获得了焊
工和汽车维修两个工种的冠军。他
们都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凭借
自己的认真和过硬的技术而脱颖
而出。

在职业技能大赛中，各参赛选
手专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能
力在赛场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彰显和传承新时代“工匠”精神，也
获得在场观摩的50家企业代表的
一致认可和好评。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摄影 王天志

高手
竞技

55月月 2323日日，，成都天府新成都天府新
区区 20172017 年年““弘扬工匠精神弘扬工匠精神
技能点亮人生技能点亮人生””职业技能大职业技能大
赛决赛在成都工业职业技术赛决赛在成都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学院举行。。辖区内辖区内1313个街道个街道、、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成
都华阳职中及成都天府新区都华阳职中及成都天府新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
选派选派 155155名选手参加初赛名选手参加初赛，，
经过激烈角逐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最终5050名选名选
手进入决赛手进入决赛。。

为深入学习贯彻省、市 2017
年食品安全工作暨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推进会会议精神和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管委会决策
部署，全力以赴抓好2017年度食
品安全工作，做好全区食药监所
的规范化建设，5月24日下午，成
都天府新区食品安全工作暨食药
监所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三星街
道召开。新区食安委成员单位分
管负责领导、各街道食安委主任、
分管负责领导、各食药监所所长
及新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
会上，三星街道、永兴街道和

华阳街道就食药监所规范化建
设、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和食品药品网格化监管平台运行
工作作了交流发言，传达学习了
新区食安委对食品安全工作提出
需重点贯彻的三点意见。会后，与
会人员现场观摩了三星街道食药
监所规范化建设成果。

会议在全面总结 2016 年成
绩的同时，指出2017年是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验收年，

也是基层食药监所规范化建设
的达标年。新区食安委、食安办
要以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国家中心城市为切入口，努力
将新区打造为全市食品消费最
放心、最安全核心区域，强化全
程监管、排除隐患、防控风险、社
会共治，捍卫新区百姓“舌尖上
的安全”，力争各项创建工作取
得新突破。

会议就做好 2017 年食品安
全工作强调八个重点：一是全面
落实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任务；二是强化食品安全源头
治理；三是严格食品生产经营过
程监管；四是严密防控食品安全
风险；五是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
罪；六是服务食品产业转型升
级；七是加强食品安全基础能力
建设；八是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担负起保障新区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的历史重任，坚
守好食品安全的每一道防线，为
建设“食安天府、幸福新区”做出
新贡献。

张勇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当日下午，刘志聪率新区规
划建设局、国土房管局、投资服
务局、经济发展局，以及正兴街
道、新兴街道、白沙街道主要负
责人，在管委会与国网天府新区
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就新兴工
业园110千伏新兴变电站输电线
路通道工作、京东一期地块内10
千伏线路迁改工作，以及新兴工
业园二期配网规划工作进行讨
论研究。

与此同时，会议还讨论研究
了“1+3”变电站（220千伏秦皇寺
变电站、110千伏创新、香山、麓湖
变电站）国土征用、规划建设等手
续办理工作；桃乡-经开区220千
伏新建线路工程白沙街道境内塔
基占地赔偿工作，尖山-中电熊猫
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正兴镇境
内拆迁赔偿工作，以及新区开展
以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分布式
能源管理等为代表的能源互联网

示范工程工作。
刘志聪在会上要求新区各

主要职能部门，密切与国网天府
新区供电公司之间的沟通联系，
加强交流配合，推进各项工作有
序开展，尤其要重视6月西部国
际博览城首场展会期间的电力
保障，以及高温天气的电力迎峰
度夏做到提早评估、预警，保障
暑期用电安全。

会上，刘志聪代表天府新区

成都党工委管委会，与国网天府
新区供电公司签订了《关于加快
新兴工业园电网建设合作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管委会和天府供电
公司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天府供电公司表示，将按
计 划 投 资 3.1 亿 元 ，加 快 110Kv
新兴变电站等建设，为园区提
供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的电力
保障。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捍卫新区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新区召开食品安全工作暨食药监所规范化建设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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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当天，烈日当空，而比赛
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在叉车比赛
现场，1号选手陈龙坐在叉车上，只
见他紧盯着面前的货物，右手熟练
地操作着方向杆，叉车稳稳地将货
物托起。随后，他开着叉车“端着”
货物呈S形绕过一根根铁杆，将货
物平稳送到了指定地点。

第二关，难度加大了。陈龙要
将一个正方形的镂空木板叉起，
然后将其四个角对齐另一个镂空
木板的四角，要以此重叠四块木

板，稍有差池木板就会掉落在地。
汗珠顺着陈龙的额头，滑过他的
眼睛，他都不敢去擦拭一下。终
于，他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陈龙是成都工业职业技术
学校物流专业的科任老师，而做
为唯一的“女中豪杰”张易则是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物流专
业大二的学生，陈龙还曾经是她
的老师。最终，在叉车组的比赛中
陈龙获得了第一名，张易获得了
第二名。

叉车组比赛 师生分获前两名

砌筑工比赛现场选手们挥汗
如雨。挂线、摆砖、砌砖、清理夹缝、
抹灰……这一流程要想既快又好
地完成，除了动作熟练还要有很高
的技巧。每个选手都需要在180分
钟以内，完成近300块砖的砌筑工
作，而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

最终，王勇获得了该项比赛
的冠军。今年42岁的王勇，10多岁

就开始跟着师傅学砌筑手艺。“刚
刚学艺的时候非常辛苦，经常挨
骂，工作一天下来，累得手都抬不
起来。”王勇说，因为自己性格爱
较真，所以学起手艺来也肯吃苦，
慢慢地手艺也越来越好。对于王
勇而言，砌砖看来不起眼，但是差
之毫厘，影响的可是整个建筑的
质量。

砌筑工比赛 误差不超5毫米

热爱和认真 成就行业佼佼者

参赛的唯一女选手张易夺得叉车组第二名

砌筑参赛选手挥汗如雨

维修电工参赛选手一丝不苟

焊工组比赛火花四溅

汽车维修比赛紧张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