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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声礼赞 98 年光辉历程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天府新区“一点
一园一极一地”战略定位和重大
要求，庆祝建党 98 周年、献礼建
国 70 周年，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
充分展示新区建
设发展成效，激励广大干部实心
干事、科学作为，
切实凝聚起新区
全面推进“二次创业”
的强大向心
力，6 月 28 日，天府新区举行庆祝
建党 98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合唱比赛。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
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林锐出席
活动并致辞。

林锐向新区 2 万名共产党员
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关心支
持新区建设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
衷心的感谢。她表示，牢记使命、
方能致远。今年，
是天府新区牢记
总书记嘱托、推进“二次创业”的
重要一年，新区正在加快打造宜
业宜商宜居宜游的公园城市、西
部地区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
面向全球配置资源的内陆开放经
济高地。新起点、新征程，机遇前
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
希望广大
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牢记领袖嘱
托、担当国家使命，将自我价值、
人生追求融入新区“二次创业”
的

时代背景，贯穿新区建设发展的
宏伟事业，努力将天府新区建设
成为新时代公园城市典范和国家
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以实实
在在的建设发展成效向总书记复
命，向建党 98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来自
新区各单位共 21 支参赛队伍为
我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在雄
壮的国歌声中，活动正式拉开了
帷幕。首先登场的是白沙街道代
表队，
他们带来了经典歌曲《共产
党人》。
“黑夜里远处一盏灯，
那就
是你呀共产党人，征途上前方一

杆旗，
那就是你呀共产党人……”
歌声时而悠扬婉转，时而雄浑厚
重，仿佛象征着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程。紧接着，
《不忘初心》
《唱支
山歌给党听》
《当那一天来临》
《深
海》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依
次上演，来自新区的共产党人用
歌声礼赞中国共产党 98 周年的
光辉历程，用音符讴歌祖国 70 周
年的伟大成就，用旋律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实心干事、科学作为！
经过激烈比拼，
最终，
成都天
投集团、教师艺术团合唱团获得
一等奖，
城管和市场监管局、华阳
街道、兴隆街道获得二等奖，
四川

天展公司、正兴街道、太平街道、
政务中心、合江街道获得三等奖。
此外，除了以上奖项外，35 位大
众评委还评选出了最佳人气奖等
7 个特别奖项。
“获得第一名很惊喜，
但是并
不意外，我们就是奔着这个目标
来的。”谈及此次夺冠，成都天投
集团党群工作部李婷十分开心。
她说，
自接到比赛通知后，
他们迅
速选拔队员进行排练。因为时间
紧张，大家都是主动放弃下班休
息时间进行排练，为了展示出最
好的团队形象，他们利用周末的
时间进行“攻坚”训练。在不懈的

努力下，大家由最开始的对美声
一无所知到能够标准地演唱出一
首歌曲。
“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
交流展示平台，在排练中各个子
公司员工互相学习比拼，干劲十
足。同时，也和新区其他部门、街
道同台展示，
他们身上奋发向上、
干事创业的激情值得我们学习。”
李婷说，他们将把这股热情带到
今后的工作中去，为天府新区公
园城市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在
此，
我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
新区未来更加美好！
”
天府之声记者 夏寒
摄影记者 王天志

公园城市新天府
同心奋进新时代

教师艺
术团合唱团
表演的《高原
彩虹》

天府新区庆祝建党 98 周年

新区城管和市场监管局的节目《我们的使命》

天展公司《走向复兴》

太平街道《当那一天来临》

践初心 担使命 跟党走
成都天投集团开展党建现场会
暨纪念建党 98 周年活动

6 月 26 日，成都天投集团
组织开展 2019 年“践初心、担
使命、跟党走”党建现场会暨
纪念建党 98 周年活动。集团
党群工作部、天投开发公司各
部门负责人、项目管理工程
师、各党支部委员、党小组组
长，各在建项目党组织负责人
共计近 50 人参加活动。
活动首先来到正兴街道
苏码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
行参观学习，该阵地特色鲜
明，有着深厚的红色底蕴和鲜
明的特色党建文化，
大家详细
学习了正兴的历史变迁、红色
码头的意义以及苏码头党建
阵地成果展示等。
随后，在天府中心国际社
区项目组织开了党建现场会。
会议上，全体党员干部庄严重
温了入党誓词，宣读了天投开
发公司党总支《关于打造“建
筑工地党建+”品牌 构建大
党建格局的实施方案》，并为
“党员先锋队”进行了授旗、为
“党员责任区”授牌。
党员先锋
队、党员责任区代表及天府中
心国际社区项目党组织负责
人分别进行了表态发言和党
建交流发言。
天投开发公司党
总支专职副书记雷世闻为与
会党员讲专题党课，解读《关
于加快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
此次参观学习苏码头社

区党建阵地，召开党建现场会
暨纪念建党 98 周年活动，
目的
是为推动构建具有天投特色
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对标看齐
补短板，力争全面提升基层党
建工作水准。会议要求，要强
化阵地建设，落实 组 织 全 覆
盖，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加强
组织建设，提升党建水平，持
续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基础；
要
持续深化大党建格局，
强化党
建引领，树立精品意识和“融
合出特色”的理念，努力打造
优质特色党建品牌；
要进一步
提 高 政 治站位，落实主体责
任，强化监督，完善机制，
切实
发挥监督检查作用，推动“廉
洁天投”建设出成效，
助力“廉
洁天投”
建设迈上新台阶。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参赛队伍积极作答

竞赛现场气氛热烈

党的理论知识
来场竞赛重温一遍
天投集团表演的《情深谊长》

“近期，天府新区开展
了什么专题教育活动？
“
”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天府新
区段涉及到哪几个街道？
”
7
月 1 日，在荷花微党校，新
区环保和统筹城乡局
“庆祝
‘七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知识竞赛活动”热闹开场，
将全面推进天府新区
“二次
创业”
的内容融入一问一答
之中，展示新区建设者风
采，
更积极营造
“敢扛事、
愿
做事、
能干事”
浓厚氛围，
为
全面推进新区“二次创业”
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知识竞赛现场，设
置的问题一点都难不倒各
位建设者。
“ 近期，天府新

在苏码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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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开 展 了‘ 敢 扛 事 、愿 做
事 、能 干 事 ’专 题 教 育 活
动。”
“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天府新区段涉及到大
林、三星、合江、永兴、煎茶
等五个街道。”以处室为单
位组成的 7 支参赛队伍斗
志昂扬，你来我往，答题准
确又高效；台下的观众也
热情似火，
“大美乡村是我
家，农村不比城市差”、
“春
风吹、战鼓擂，我们水务怕
过谁”等应援牌各有特色、
霸气十足，加油助威的声
音一浪高过一浪。
整场知识竞赛集知识
性、趣味性于一体，问题不
仅涉及到党章、党史、法律

常识，
还包含了诸如新区生
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发
展、
水环境治理和公园城市
建设管护等新区工作，
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训
的目的，
有力推动全体党员
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
里走。
“我们重温了入党誓
词、集体过政治生日、开展
党的理论知识竞赛、
参观荷
花微党校，
党的生日这一天
过得非常有意义、
很充实。
”
一位参赛选手如此总结当
天的收获。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实习生 张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