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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企业文化建设，建立完善 VI 视觉识
别系统，有效提升企业对外形象，塑造

“资阳城建”品牌，即日起，资阳城建集
团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集团LOGO标
识设计方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征集内容
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LOGO

标识设计方案
二、集团简介
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资阳城建集团”），孕育于成渝门
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资阳这片热
土，公司前身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资阳市成立最
早的一家市属国有企业。自成立以来，
致力于城市建设、城市开发、城市管理，
围绕“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的定位，打
造立足资阳、辐射成渝地区的一流企
业，为建设“宜居资阳”作出贡献。资阳
城建集团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广
告设计、代理；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城乡市容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环境保护监测；土地
使用权租赁；土地整治服务；环保咨询
服务；停车场服务；水资源管理；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物拆除作业

（爆破作业除外）；建设工程设计；建筑
劳务分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测绘服
务；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城市公共交
通；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燃气经营；房地
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2021 年 8 月，按照资阳市委、市政
府安排，在原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基础上，新组建成立资阳城建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目前，集团公司下辖 15
家子公司及参（控）股公司 ，资产达
171.6亿元，2020年全年收入1.39亿元，
职工近 1000 人。展望未来，资阳城建
集团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资阳
这片热土，锐意进取，为建设“宜居资
阳”再立新功。

三、征集范围和时间安排
1.征集范围：个人、团队、单位均可

2.征集时间：2021年 9月 15日—10
月15日；

3.评选时间：2021年10月16日起。
四、设计要求
1.作品须含两个版本，分别为包含资

阳城建集团中英文全称版本、缩写版本。
中文全称：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英文全称：Ziyang urban construc⁃

tion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中文缩写：资阳城建集团
英文缩写：ZYCJJT
2.作品要求主题鲜明、简约大气、

寓意丰富。
3.设计的图形、字体及颜色应搭配

和谐，易于识别，色系建议考虑适合在
多种场合和不同载体上使用。

五、投稿说明
1.LOGO 标识设计方案须提供电

子版（JPG/PNG/TIF格式均可，分辨率
600*600像素以上），每名投稿者可提交
多个设计方案。如成功入选，投稿者需
提供 LOGO 标识电子版设计原文件

（ai/psd/cdr等格式）。
2.允许以个人、团队或单位形式投

稿，投稿者须根据自身组织形式填写
《资阳城建集团 LOGO 标识设计方案
征集投稿信息表》（以下简称“信息
表”），提交格式为PDF，尺寸为A4纸张
大小。如成功入选，投稿者需提供
Word版本。

3.投稿者须签署《作品版权原创承
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个人投
稿，请签署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并按
手印；团队投稿，请团队负责人签署姓
名及身份证号，并按手印；单位投稿，
请签署单位名并加盖单位公章。提交
格式为PDF扫描版本，尺寸为A4纸张
大小。

4.投稿者须以作品为单位，单独建
立电子文件夹，包含 LOGO 标识电子
版设计方案、信息表、承诺书，并命名为

“资阳城建集团 LOGO 标识征集+姓
名/单位名”，文件夹以附件形式发送至
邮箱：51762030@qq.com ，邮件命名为

“资阳城建集团 LOGO 标识征集+姓

名+作品数X个”。
六、奖励机制
优胜奖 1 名，奖金 30000 元（含税，

大写：叁万圆整）；
品质奖 2 名，奖金各 10000 元（含

税，大写：壹万圆整）
七、评选规则

（一）资格审查
由资阳城建集团根据基本征集要

求进行筛选，取消不符合要求的作品的
参赛资格。筛选要点如下：

1.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
2.投稿作品主题应充分结合资阳

城建集团元素，体现资阳城建集团文化
特色。

3.稿件内容完整且符合填写要求：
包括LOGO标识的设计方案、信息表、
承诺书。

（二）征集方式
通过城投公司门户网站、资阳网、

资阳大众网、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发布。
（三）专家评选
资阳城建集团将组织专家对应征

作品进行评审（评分规则另附），评选出
优胜奖、品质奖作品。

八、注意事项
1.应征设计作品须为原创，此前未

以任何形式发表，未在国家商标局注册
过，未侵犯任何他人著作权、专利权以
及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的其他字体、图
像；如有侵犯他人权利等引起任何纠纷
或造成损失，由应征投稿者承担所有法
律责任。

2.所有应征作品均不退稿，请作者
自留底稿。

3.应征设计作品一经获奖，视为应
征投稿者同意该作品的知识产权和使
用权归资阳城建集团所有，作者享有署
名权，资阳城建集团有权对该作品进行
修改和发表，并有权申请商标注册或其
他权利登记，应征者应予以配合。

4.此次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
资阳城建集团所有。

联系人：
万先生 联系电话：13982968270
邱女士 联系电话：13684111885

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LOGO标识设计方案公开征集启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郭春荣）9月
14日，我市 2021年绿色出行宣传月暨
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

本次活动以“文明交通绿色出行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为主题，将在 9月
20日—26日重点开展公交服务质量提
升、文明交通创建、公交出行宣传周、
集中宣传绿色出行、老年人出行服务
改善、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关爱司乘人
员等7项多样化、参与性强的服务体验
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到绿色
出行行动中，在全社会营造了解绿色
出行文化和内涵、选择绿色低碳出行
方式的良好氛围。

启动仪式上，城市公交、出租车、

共享单车等行业从业代表，分别作了
文明交通表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牢记道德规范、提
高服务能力、遵守交通规则、严格规范
运营，自觉维护行业形象，为构建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营造良好绿
色低碳环保出行氛围贡献力量。市民
代表倡议，要把绿色交通理念落实在
实际行动上，带动更多的人自觉参与、
自觉遵守，共建安全有序、绿色文明的
交通出行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星辰）9月
11日，由资阳新闻传媒中心主办，市作
家协会、市美术家协会、市书法家协会
协办，资阳融乐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
办，世茂紫悦府独家冠名的“盈月团圆
迎中秋”主题书画展举行。

活动现场，60 余名参赛者用笔言
志、以画传情，用一幅幅优秀的作品表达
对中秋佳节的理解。一家人坐在一起赏
月、奇思妙想的创意月饼、色彩缤纷的中
秋夜，绘画组的孩子们用多彩画笔画出
了自己心中的中秋佳节。另一边，书法

组的孩子们也实力不凡，各类诗词、各种
字体，为大家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盛宴
……比赛结束后，参赛者们还领取到了
由世茂紫悦府提供的参赛礼物，并和爸
爸妈妈们一起完成了中秋节花灯DIY。

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王三骏表示，
活动的举办，让小朋友们在寓教于乐
中传承和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

□ 全媒体记者 韩成玺

疫情防控期间，他们用实际行动筑
牢社区防线；节庆期间，他们积极慰问
老弱病残，送去关爱与温暖；平时，他们
利用空闲时间对辖区内脏、乱、差区域
进行大扫除，营造干净整洁人居环境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安岳县岳阳
镇九韶社区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用担
当与奉献，努力践行志愿服务精神，让

“红马甲”成为社区居民眼里的美丽风
景。2020 年 12 月，九韶社区被评为资

阳市2020年优秀志愿服务社区。
九韶社区志愿者队伍由社区干

部、网格员、辖区居民、老党员等组成，
当前有 40多名成员。自 2020年 5月社
区成立起，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便积极
践行“社区以民为本，民以社区为家”
宗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广泛开展医疗卫生、
环境治理、关爱服务、治安巡逻等志愿
者服务活动，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

为更好服务辖区居民，社区协调有
限的办公用地，打造社区志愿服务站、

活动室等场所，加强志愿者之间的沟
通。此外，志愿者还不定期走家入户，
了解居民需求，积极开展森林防火、禁
毒知识宣讲，大力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知
识，鼓励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如今，我们社区乱倒垃圾的人少
了，爱护环境的人多了，邻里纠纷少了，
互助互爱的多了……”九韶社区居民艾
兴明深有感触地说。

九韶社区党委书记曾华明告诉记
者，社区志愿者队伍成立后，已累计开
展志愿服务项目 53 次、参与志愿者

2782 人次、服务居民 37000 余人次。
“我们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积极营造
‘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的良好氛
围，让文明实践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
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与水平”。曾

华明表示，今后将不断壮大社区志愿
者队伍，让志愿者发挥更大作用，努力
把社区建设成为党建更扎实、民主更
健全、人际关系更和谐、服务更完善的
文明社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谢承爽）近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医联体管理大讲堂（第
三期）“医院等级评审及复评”专题讲座
在资阳举行，通过专家授课进一步推进
医联体建设，提升我市医疗服务能力。

据了解，自 2016年 8月 24日资阳
市人民医院正式接受四川省人民医院
托管以来，省人民医院通过选派管理团
队、学科主任、专家团队进行指导以及
远程网络会诊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门
诊、查房、教学、手术、科研等方面的指
导工作，推动资阳市人民医院医疗服务
能力、患者满意度稳步提升。

随着医联体建设各项政策措施
在我市生根发芽，资阳市人民医院对
今后的发展目标也更为明确。“我们
将重点发展皮肤科专业、康复理疗、
慢病管理等，重点做好肿瘤病人全周
期、全疗程的诊断、治疗。从人才选
配、重点专科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拓
展服务功能，探索以医养结合为主的
新发展路子，实现对人民群众全生命
周期的健康管理。”资阳市人民医院
主要负责人表示。

医联体建设的纵深推进，展现了
托管成效的丰硕成果。作为医联体
建设的主管单位，省人民医院还将继
续立足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总体规
划，打通成德眉资医联体信息化渠
道，助推医联体建设高质量发展，更
好地服务四市群众医疗保障需求。

九韶社区：志愿服务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我市2021年绿色出行宣传月
暨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

搭乘成德眉资医联体建设快车

纵深推进医疗
服务能力建设

主题书画展妙笔生花迎中秋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深入推进，资阳的“颜值”越来越高，城市生活品质越来越好。公园里、道路旁树
木葱茏、繁花似锦；大街小巷、社区院落整洁舒适、和谐怡然。当下，文明之花正盛开在城市各处，文明成果正惠及群众
生活。 全媒体记者秦建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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