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肖刚 ）

成华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日透露，今年

全区共接到群众、食品安全协管员等

方面的举报32起，发放食品安全举报

奖励金8700元， 并依法对举报进行调

查处理。

今年3月，成华区食药监局和区食安

办接到举报， 在青龙街办一里塘社区五

队有人无证无照生产加工“锅巴”窝点。

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 现场销毁了生

产设备和原料及成品， 取缔了该生产

“三无”食品的窝点，并对房屋出租方进

行了教育和处理。

据统计，2012年成华区共发现和及

时处理无证无照作坊32起，其中：群众发

现无证无照小作坊的举报9起，街道食品

安全信息员发现无证无照小作坊的举报

5起，社区食品安全协管员发现无证无照

小作坊的举报8起，食品安全督查专员发

现无证无照小作坊的举报10起。

“最近气压太低， 煮饭、 洗澡都不方

便。” 市民张先生近日打进成都商报热线，

反映高峰时段气小的情况。昨日，记者从成

都市燃气公司获悉，气“紧”与近日气温降

低有关， 目前成都每日供气缺口达到了30

万方以上。

市燃气公司生产部经理吴麟告诉记者，

近日来全国各地出现新一轮的降温，集中采

暖负荷急剧增加， 导致全国性的用气紧张。

成都市区的平均气温也随之下降，29日甚至

出现了局部地区降雪， 用气需求迅速攀升，

每日供气缺口达30万方以上。吴麟称，市燃

气公司已加大了与气源单位的协调力度，日

供气量多次提升，近日供气量已达440万方，

较去年同期每日增长了40万方。

“从近期我们了解到的气象趋势来

看，近日虽是晴好天气，但对用气需求起

关键作用的平均温度并没有明显回升迹

象，用气负荷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吴麟透

露，必要时，市燃气公司将按照《成都市天

然气有序供应预案》的原则，启动供气应

急预案，优先保民用，安排工业企业分类

采取错峰、轮供、限供等措施，督促城区内

CNG站优先保障公交、出租车加气，同时

也会加强供气设施的高峰检修力度。

此外， 燃气服务热线962777会24小时

开通， 若出现用不好气或灶具堵塞等情

况，市民可及时拨打热线，了解供气动态，

市燃气公司将竭力提供优质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张疏桐

由于今年北大明确规定“所推荐

学生的基础学业成绩需位居全年级

前5%以内”，所以我省最终入选的14

名学生都首先是学习成绩的佼佼者。

陈叙同经常考年级第一，文科综合是

他的 “拿手好戏”， 曾两次上过280

分； 白书豪一般稳定在年级前五，他

的成绩 “裸考” 上北大也有一定把

握；赵恬艺在九次综合考试中平均成

绩名列第一。

但除了学习成绩， 他们各自还有

“丰富多彩”的成长经历。

陈叙同上小学前，曾跟着爸妈去上

海旅游，在复旦旁边的一家图书馆里发

现了一本大约5厘米厚的《三国演义》，

便叫嚷着想要这本书。最后陈家“求”

了图书管理员很久，竟然真的将这本书

买下了。其实，陈家爸妈都是标准的理

科生，家里没啥“文学细胞”，但就是这

本“求”来的书，让陈叙同对文学和历

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初升高的直升班

考试中， 他大胆写了一篇文言文，“那

段时间爱看魏晋时期的作品，很喜欢诗

和骈文的构架，所以就模仿它们写了一

篇。”但回忆起来，陈叙同对那篇作品

并不满意，“那时写文言文， 就觉得是

一个噱头。”

而白书豪的童年，是在棋盘上度过

的。9岁那年，他被送进成都棋院跟随一

位大师级人物学习中国象棋，这一学就

近10年，直到高三才暂停下棋。这期间，

他参加过四川省青少年棋类锦标赛，位

列前三， 还拿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证

书。“刚开始学棋，什么功利心都没有，

就是喜欢。”现在，白书豪把下棋当成

一种放松的方式，他认为正是这项运动

训练了自己沉稳的心理素质和严谨的

思维逻辑。

对于未来，白书豪希望学习有学科

交叉的专业，不仅仅做学术研究，还能

多一些实践机会。而陈叙同的想法跟他

不太一样，他在面试时就向北大表露过

“想学社会学”的愿望，“很多人觉得社

会学没用，也不好找工作，但我觉得这

恰恰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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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余文龙）

今天，成都

市民将迎来本地岁末的首个大型节庆活

动。昨日，记者从成都市商务局获悉，由成

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商务厅主办的“2013

成都新春欢乐购”今天正式启动。本次活动

集结了成都市一圈层98家知名商贸企业和

二三圈层知名商贸企业， 总计超过3000家

大型卖场和连锁门店参与，涉及百货超市、

数码家电、家居建材、医药保健、餐饮娱乐

等多个消费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

本次活动的全面展开， 成都市民将迎来一

场难得的消费盛宴。

据了解，“2013成都新春欢乐购”活动

启动仪式将于今天在红星路广场举行。为

满足市民购物跨年愿望， 今年欢乐购将发

动王府井百货、伊势丹百货、时代百盛、太

平洋百货、伊藤洋华堂、苏宁电器、国美电

器、茂业百货、成都华联商厦、时尚百盛、群

光广场、来雅百货、爱心金店等30家大型商

贸企业的66个门店， 在今天跨年延时销售

到24:00之后。

和历届活动不同的是， 今年二三圈层

区

（市）

县也会根据各自优势举办特色活

动， 并辐射成都市外二级城市及兄弟省份

的临川城市，吸引外来消费者来蓉购物、消

费、旅游，增强成都城市商业辐射力和影响

力。 比如金堂县举办首届时尚潮流冬季服

装及皮草购物展、 新春美食团年购等特色

活动， 都江堰市举办2013大青城首届山货

节等特色活动。

成都已经成为西部网购第一城， 巨大

的网购消费力吸引了各大网购商城的关

注。 相关人士介绍说， 今年新春欢乐购期

间，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chengdu.cn）将

联合聚划算成都、58同城成都团、京东成都

团、窝窝成都团、章鱼团等本土电商，以“二

维码购物”技术为支撑，发起一场成都网络

新春欢乐购。

据悉，“2013成都新春欢乐购”将一直

持续到2月8日结束。

更多内容详见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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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成都广播电

视台总编室获悉，从明年1月1日起，成都电

视台所属频道将实施大改版。

在内容方面， 除努力提升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报道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外， 这次

改版在晚间两档成视新闻强力打造《婷婷

跑民生》版块，成为对接党委政府为民办实

事与民生需求的沟通平台； 这次改版还强

化了电视剧在晚间黄金时段和周末的分量

和比重，重点打造《周末剧场》，首次在白

天时段推出7集热剧连播。

在编排方面，《成视夜新闻》将提前半

小时， 调整到22点30分播出。 而品牌栏目

《这里是成都》则调整至晚间11点播出。

适应内容大调整，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还聘请国内知名视觉包装公司为CDTV-1

全新定制视觉包装系统，在现在黄色、蓝色

为主的色彩基础上，以“简约、清爽、时尚”

为目标，增加时尚元素，引入虚拟空间等前

沿设计理念，对片头、音乐、字幕等包装元

素进行了再造提升。

该台对其他频道的节目和编排也做了优

化创新。公共频道（CDTV-5）依据收视表

现，关停了《新闻当事人》等一批老栏目，全新

推出《掌上新闻网》《新闻24小时》《今晚有

故事》三档新栏目；同时，将《有言有味》扩

容，独立成为一档新闻栏目，以独家视角解读

评说新闻内容， 新闻事件。 经济资讯频道

（CDTV-2） 继续强化频道特色， 强力打造

《吕冲说市》，在固有的股市评论外，增加重

大经济报道， 以大财经的概念阐释民生关

注；都市生活频道（CDTV-3）坚守“幸福”

定位，重磅推出新栏目《食不可挡》，以成都

美食为载体，讲述《中国美食之都》的独特

魅力；少儿频道（CDTV-6）开启“全新理

念”，注重孩子和家长共同观看，全新推出《乐

豆生日会》《乐豆乐淘淘》《乐学直通车》。

另据了解，伴随这次改版，该台在全国

范围内遴选的一批90后美女主播也将在各

频道清新亮相。

“2013成都新春欢乐购”今日启动

66个大型商业卖场延时销售共迎新年

成都电视台新年大改版

《成视夜新闻》调整至晚间10点半播出

校长实名推荐读北大 四川14学生候选

这些学生不仅成绩名列年级前5%以内，且大多是“全能生”

“你认为20世纪的三件大事是什么？”“你

觉得科举的取消对中国有何影响？”“你认为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有哪些继承了传统文化，又

有哪些又借鉴了西方思想？”在经过这些题目

的“刁难”后，历时一个月5轮测试的北大2013

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候选名单终于出炉，

我省14名学生上榜。

据了解， 这些学生不仅成绩名列年级

前5%以内，且大多数都有担任学生干部、竞

赛获奖、特长突出等特点，可谓是学生中的

“全能王”。

最大优惠

考到一本线就录取

在北京大学2013年 “中学校长实名推

荐”候选生名单中，全国共有417名高中生

入选，其中包括我省成都七中白书豪、南充

高中曾皓原、江油中学徐星宇等14名学生。

在综合考生表现和专家评审意见后， 北大

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以匿名投票的方式决定

了每位入选学生最后可获得的优惠幅度。

比如， 实外的陈叙同获一本线以上降60分

录取的资格， 而七中的白书豪拿到了最大

优惠———降至一本线录取。

为了更全面地考查学生，北大本次“校

长实名推荐”首次启用“元培综合评价系

统”，除了初步审核材料外，还要对学生进

行学科基础面试和综合面试， 并新增随机

笔试抽查，体质测试。

据了解，今年全国共有405所中学向北

大申请“校长实名推荐”的资质，最终有

292所中学入选，它们共向北大推选425人。

去年我省有7所中学能向北大推荐学生，而

今年增加到12所。

面试揭秘

盘点20世纪的三件大事

12月14日晚， 实外的陈叙同和张浩文

结伴坐飞机到了北京。他们没让爸妈陪着，

提前三天买好机票并在网上订好了房间。

第二天， 他们要进行学科基础面试和综合

面试，第三天则要接受全新的体质测试。

陈叙同在15日下午面试， 从13点一直

持续到近18点， 其中抽签等待就花去了两

个多小时。等得紧张了，他索性拿出语文书

看，后来大家又相互传看一本杂志。陈叙同

了解到， 文科学科面试由一名中文专家和

一名历史专家当考官， 他们分别一对一对

考生进行面试，时间各为20分钟。

“谈谈你从小学习文学的经历吧。”中

文专家的第一个问题并没有难住陈叙同，

他告诉考官自己从小看哪些书， 比较欣赏

哪些文学家，对哪段文学历史感兴趣。当他

说到“杜甫的创作有从‘侍奉君王’到‘走

向人民’的过程”时，面试官打断了他，让

他详细解释这句话。而在历史面试中，考官

问 “你认为20世纪发生的三件大事是什

么”， 陈叙同不假思索地回答，“第三次科

技革命、前苏联解体和二战。”

而在陈叙同之前， 白书豪已经完成了

面试。 这个理科生说话沉稳， 逻辑异常清

楚。对他来说，即兴读两篇关于数学、物理

的科普英文并阐述自己的理解并不算难。

“我读的那篇物理文章讲的是关于‘波’的

反射等内容，都是一些基本原理。”考官现

场要求白书豪用这些原理解释军用雷达的

一些现象， 他自认为答得不错，“其实主要

还是在考阅读理解能力。”

笔试抽查

写出所有朝代名称与都城

随机笔试抽查是这次新增的， 考场老

师在等候区的黑板上写下一连串准考证

号，告诉这些同学“还有事，需要留一下”，

并将他们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进去后我

才晓得，我还要笔试！”石室中学的赵恬艺

形容自己“不幸中枪”了，而和她一起“中

枪”的还有白书豪。

15日下午3点，赵恬艺开始笔试，摆在她

面前的有三类考题，两道数学、两道历史和

一份作文材料， 她要在两小时内全部搞定。

“我觉得时间简直不够用。”赵恬艺回忆说，

数学考题涉及几何和三角函数，难度超过了

平时练习；作文是一段《越巫》的文言材料，

讲的是“越巫骗人又害己”，要理解透彻并

不容易；历史题稍容易一些———默写中国古

代所有朝代的名称、 都城以及现在的城市，

谈谈三本历史名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史记》，就很快下笔了。”

面试第二天， 所有学生还经历了体质测

试，测试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跳绳、

台阶测试和坐位体前屈。谈起这个考试，陈叙

同一脸轻松，“它测的不是体能， 而是体质，

所以不用担心某些项目太难或者完成不

了。”而白书豪调侃说，因为自己很瘦，所以

身高体重的得分肯定不高，“但很多项目中

考时也考过，还挺熟悉的，所以没什么压力。”

在南充市， 南充高中的曾皓原、阆

中中学的杨凡， 也入选了这次候选名

单。据曾皓原回忆，在面试时，他有的问

题答不上来，直接说了不知道。

曾皓原出生于1996年4月， 就读于

南充高中三年级6班。此前，他在农村老

家读小学， 初中毕业于南充高中。“当

年中考时，他的考试成绩在南充全市都

十分靠前， 也考取了成都市某重点中

学， 对方开出5000元奖学金， 但他没

去。”班主任赵兴俊老师昨日如此介绍

他眼中的优秀生曾皓原。

曾皓原说：“当时不去成都读书

的原因， 是考虑到3年后读大学，将

从此远离父母， 我还是想多和父母

在一起。”

曾皓原老家在农村，父亲在一家税

务师事务所上班，系普通员工；母亲为

教师，在远离南充主城区的嘉陵区一所

小学上班。

“爸爸妈妈工作忙，从来不管我的

学习。”曾皓原说，“高三时他们为了照

顾我，在学校租了房子住，也只是负责

给我煮早饭和晚饭。”

在北京面试时， 北大派出了文科、

理科老师各一人，向考生提问。“我填

报的单向专业有航空航天， 老师就问

我星际航行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我

平时根本没有涉猎这类问题， 就告诉

老师说我不知道。 老师鼓励我按自己

的想法来回答， 我想了下就说发射火

箭的推力最重要。”

另一名候选人杨凡， 则来自阆中

市，父母均为下岗工人。目前，杨母在阆

中城内一家酒店当清洁工，杨父在广东

打工。

阆中中学校长赵书远介绍，在严格

按照北大操作规程推荐的同时，阆中中

学还添加了面试环节， 对4名候选人进

行个人陈述、 专家提问。“我们学校在

2011年度也获取了北大的这一资格，熟

悉选拔流程。先行面试也算是对学生的

一种热身。”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摄影报道

南充候选生

曾拒绝成都重点中学邀请

初升高考试

为噱头写了篇文言文

食品安全举报奖

成华今年发放8700元

全能生的“优惠券”

14名学生成绩都很

好， 有几人常考年级第一。

此外，他们大多有担任学生

干部、竞赛获奖、特长突出

等特点，体质也同样出色

这些候选生将得到报

考北大的“优惠”，比如一

本线以上降60分录取，甚

至降至一本线录取

开放考题并不容易

面试时，多为“谈谈学文

经历”、“盘点20世纪三件大

事”这样的开放题，但考官会

在回答中随机插入提问；

而理科生则遇到了阅

读英文材料后阐释科普原

理的题目， 笔试的数学考

题难度则超过了平时

1

、成都七中：白书豪、李思麒

2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陈叙同、张浩文

3

、石室中学：赵恬艺

4

、树德中学：唐宇石

5

、成都外国语学校：冯子涵

6

、南充高中：曾皓原

7

、阆中中学：杨凡

8

、江油中学：徐星宇

9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黄唯

10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张沥月

11

绵阳南山中学：王崎丁

12

绵阳中学：李潇

北京大学2013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四川省候选生名单

曾皓原 白书豪陈叙同

考生特写

冬季气“紧” 成都将优先保民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