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网锦绣天府《城乡社区》服务项目案例



    中国网（www.china.com.cn）成立于2000年，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中国外文局管理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中国网以10

种语言11个文版24小时面向全球发布信息，访问用户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国家级多语种对外传播平台。

　中国网锦绣天府（sc.china.com.cn）是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在川唯一外宣平台，国家视角报道四川，四川声音讲述中国。

旨在为全球网民呈现一个生动、立体、多元的全景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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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明



2015年，在四川省纪委、成都市纪委的大力指导下，青羊区委、区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中国.成都廉洁动漫创作传播基地应运而生。 
“让廉洁动漫起来”，以动漫表达廉洁，以动漫传播经典，弘扬廉洁价值，传递社会正能量，是中国.成都廉洁动漫创作传播基地的创
立初衷和发展方向。

作为成都市“廉洁文化五大基地“之一，中国.成都廉洁动漫创作传播基地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发展模
式，依托“千年蜀都.文博青羊”的产业优势，不断强化主题文创、作品展示、互动教育、社会传播、文化公益、孵化共创等职能，逐
步建立实体展厅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廉洁主题综合文创平台。2016年10月，中国.成都廉洁动漫创作传播基地被成都市深改委评为
首批“成都市全面深化改革示范点”。

关于我们 / ABOUT US
基地介绍



服务介绍

将主题策划、展陈创意、空间装
饰、互动科技、数字CG、影视
制作、舞美灯光、平面设计、建
筑模型等行业进行跨界整合，打
造政地建设策设施一体化的服务
模式。

政地建设内容运营

在当今信息高度碎片化，移动
化、井喷化的时代。我们为党
政机关，央企国企提供影视类、
设计类、文案类、策划类、新
媒体等整合内容运营解决方案
和媒体资源。

党建活动

“不一样的主题党日和廉洁教育”
活动的创意、策划与执行是我们
擅长的领域。通过把空间、肢体、
文字、视听、情结设计、情绪引
导、多样性等元素融入活动创意
中，增强互动体验感，提高教育
深刻度。

智慧政务

我们在政务服务、政务公开、党政
建设、思想传播、制度管理、纪律
建设、数据共享、舆情洞察、区域
经济态势感知、精准扶贫、环境保
护等领域为各级政府、公共事业以
及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政地主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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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党日和廉洁教育类

节日主题类党建活动 2



主题活动|廉洁教育

按照“两学一做”的要求

以成都市廉洁动漫基地丰富的教育学习资源为依托

通过展开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的党建和廉洁文化活动

学习党纪党规、学习系列讲话、学习党的思想精神、学习廉洁文化......

教育引导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

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活动定制 主题策划 形式设计 内容设计 互动设计 教育设计



在在在在

活动主题 时间段 天数 主要内容 活动意义 地点

《熔炼优秀党员团队》

1-2天

场地拓展训练/主题团队建设活动
+室内内训

铭初心，抒清风：党员我来猜+笔墨丹
青+反腐倡廉动起来

竹林秀，书卷香：竹林马拉松+正义保
卫战+寻找杜甫

莲如灼，骨如松：绘色莲花+正义口号
+一身正骨

凝聚党员，增强团队协作精神，
检视自身自我作则。将廉洁文化
知识学习、党规党纪学习、廉洁
文化宣传贯穿于形式多样的活动
中，通过静与动，智与乐的引导，
不知不觉地将党员们带入情境，
让参与者互动欢欣。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

《不忘初心跟党走，
砥砺前行谱新篇》

《“铭初心，抒清风”
廉洁教育之旅》

1.1 主题党日和廉洁教育项目选择

一年中
任何时
间段

成都周边两小时
以内的20个户
外基地，及各个
景点的酒店及会

议室



1.2 往期案例合影



1.2 往期案例合影

新都财政局



活动主题 时间 主要内容 地点
《关爱女性快乐三八》 3月8日 妇女节：女性健康主题讲座或春游踏青活动。

《追求绿色时尚走向绿色文明》 3月12日 植树节：关注环保、生态等、主题植树活动。

《我劳动我快乐》 5月1日 劳动节：户外活动、放松、休闲、或文艺表演等形式，慰问
辛苦了一年的广大劳动人民。

《发扬五四精神赞我青春无悔》 5月4日 青年节：户外活动、青年交友等主题活动。

《快乐童年无忧成长》 6月1日 儿童节：亲子活动、社区游园会等主题活动

《忆党史铭党恩》 7月1日 建党节：党员重走长征路、参观红军长征博物馆、建川博物
馆等党建类主题活动。

《八一建军节热血铸军魂》 8月1日 建军节：退伍军人重温军旅文化（参观+军事体验）；文化
慰问等活动。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9月9日 重阳节：传统国学文化讲座（如道德经分享），加开展社区
内敬老、爱老的主题活动，如文艺表演，家庭志愿服务等。

《我爱您我的母亲》 10月1日 国庆节：爱国歌咏会、手工制作国旗、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回
顾等主题活动。

2.1 节日主题项目选择

成都周边两小时
以内的20个户
外基地，及各个
景点的酒店及会

议室

更多节日主题活动，接受各类订制主题活动



2.2 节日主题活动现场剪影

三八妇女节

建党节

劳动节

重阳节

青年节

建军节



重温往昔军旅生涯—八一·建军节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在建川博物馆，社区联动

社工组织，邀请辖区内130名退伍老兵共赴建川博

物馆参与“重温往昔军旅生涯”主题活动。

一早，新华社工带领130名退伍军人开启了为期一

天的旅程现场，党员志愿者首先为退伍军人敬献了

鲜花，为退伍老兵送上节日祝福；接着，退伍军人

们在壮士群雕广场林立的塑像前庄严地献花和唱国

歌；退伍军人们布满皱纹的手抚上沉默的雕像，无

声地回味着过往的岁月。

青春献军旅，人生铸丰碑，退伍老兵将自己的青春

贡献给了国家。学习军人品格，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我们时刻准备着！

2.2 节日主题活动现场剪影



2.3  其他主题活动

“喜迎‘金猪’乐丰年 绘制金鸡新画
卷” ——温江区金鸡社区迎新年文艺活动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温江区永盛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温家兴，温江区永盛镇党委委

员、人大副主席卢笛作为嘉宾共同参与。

活动前，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了精心的装扮，并设置了展览区、书法区与拍

照区等一系列活动区域，让居民在活动区域内欣赏挂历展，接受书法老师现场书写的春

联，和镂空道具拍摄趣味合影，营造出了欢喜过新年的场景。活动在金鸡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袁平金讲话中拉开了序幕，袁书记向居民送去新春问候和节日的祝福，随后是精彩

纷呈的文艺表演环节，有如《盛世欢歌》等充满活力的现代舞蹈，有如《映山红》等动

人的民歌演唱，也有专业的小提琴乐器演奏，还有富有民俗特色的滚灯、变脸、杂技等

表演。

精彩的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活动进行的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全面的

优评，评选出11家和谐家庭，授牌14家九九爱心公益企业，并向和谐家庭和爱心公益

企业做出表彰。最后，主持人带领着居民们一起参与游戏抽奖，为幸运观众送上礼品。

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完美落幕。



活动主题 时间段 天数 主要内容 地点

《世界中国中国安仁》 1天 诸多影视剧的拍摄地点、中国最大民间博物馆、历史文化非
物资遗产地。

安仁古镇

《舌尖上的四川》 1天 体验川菜文化的发展流程、参观川菜博物馆、品尝20多种川
内名小吃。

郫县川菜博物馆

《成都的法国小镇》 1天 清明时期到08年地震白鹿镇的演变和欧洲风情的游览。 彭州白鹿镇

《红星闪闪在心间》 1天 参观红军长征纪念馆，重走长征路，感受长征精神。 楠木溪

《汶川映秀地震遗址》 1天 参观08年地震遗址，亲身地震震中震感，缅怀逝者，感受映
秀地域和特色民族文化。

汶川映秀

《问道青城》 1天 徒步青城山，追溯道教道家发展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街子古镇+青城山

《盐的历史》 1天 参观世界上最早的天然气井和盐井，感受中国传统技艺，手
工制盐。

火井镇

《身边客家文化》 1天 参观客家土楼，湖光会馆，江西会馆等，感受世界非物资文
化遗产的客家文化和建筑

龙泉洛带

《了解两弹一星》 1天 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探访原子弹、“氢弹”的
研制基地，我国两弹一氢开创的历史回顾。

绵阳梓潼两弹城

其他社区指定地点 1天 其他社区指定地点 其他社区指定地点

3.1 地点主题项目选择

一年中
任何时
间段



3.2 政地主题活动现场剪影

安仁：建川博物馆

绵阳：两弹城

映秀：缅怀地震逝者

崇州：红军长征纪念馆



政策解读类

警示教育类

统一思想类

数据汇报类

节气节日类

运营策划类

宣传推广类

IP打造类

正能量宣传

传统文化类 传

政务内容运营



1.1 影视类



2.1 设计类|环保局海报



2.2 设计类|纪委赌博敛财H5



2.3 设计类|成都双创为啥怎么火？这两条街有历史“秘密”（视频长图文）



2.4 设计类|解锁龙泉驿安逸生活的时代秘密（长图）



2.5 设计类|漫画系列
清廉系列之

《公私分明篇》
清廉系列之

《敬畏法网篇》
清廉系列之
《做官为民篇》

清廉系列之
《正直清竹篇》

清廉系列之
《清廉为孝篇》

清廉系列之
《心向民情篇》

清廉系列之
《清官立德篇》

清廉系列之
《官德如兰篇》

清廉系列之《爱国之心篇》



2.6 设计类|IP打造

城市名片类IP（方言）



2.7 设计类|IP打造

城市名片类IP（美食-川北凉粉）



2.8 设计类|IP打造

城市名片类IP（美食-串串香）



2.9 设计类|传统文化（孝）



媒体资源



2.10 中纪委|腊八



2.11 中纪委|小年



2.12 智慧政务|绥安街道政务系统

部分项目：成都市青羊区汪家拐街道办、成都市高新区合作街道办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大吉山镇、南充市营山县绥安街道办、南充市营山县骆市镇、
石人北路社区、浣花社区、清源社会、江西浔阳区甘棠街道滨江社区......



政地建设

依托三大优势，
相对于展馆展览公司
我们在党政文化政地建设更专业！
主题策划、内容创意与执行更擅长！
后期运营中更能提供全面丰富的资源整合！





廉洁人物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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