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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定公益性幼儿园和公办幼

儿园可在寒暑假上涨保教费， 但又未

注明寒暑假具体时间。 导致部分幼儿

园以1月是寒假为由涨价，一些幼儿园

又以幼儿园没有“寒暑假”为由，要求

2月不来园的孩子也要缴当月保教费

……这些问题经成都商报连续报道

后，引起了成都市教育局高度关注。昨

日，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做好2013年

幼儿园留园服务工作的通知》， 成都

幼儿园“寒暑假”问题终于盖棺定论。

就幼儿园有无“寒暑假”这一问

题，本次下发的《通知》明确回答：幼

儿园不实行寒、暑假制度。但幼儿园都

应当提供留园服务，留园时间“参照

小学寒、 暑假时间确定”， 以月为单

位，累计不超过3个月。其中，冬季留园

时间以国务院办公厅规定的春节假期

所在的月份为准。

如以今年为例，今年春节为2月，2

月就是幼儿园冬季留园时间。 幼儿园

今年夏季留园时间很可能是7月、8月。

市教育局规定，幼儿园不得强制

或变相强制家长接受留园服务，更不

得以未接受留园服务为由拒绝幼儿

入园。

至于留园期间的涨价情况，市教

育局规定：留园期间，民办幼儿园不

得上浮保教费。至于公益性幼儿园和

其他公办幼儿园，可在正常收费标准

基础上上浮，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

30% 。 但公益性幼儿园享受政府财政

补助的月份不得上浮保教费———这

意味着公益性幼儿园一年至少有10

个月时间都不能上浮保教费。

市教育局还规定，留园期间的保

教费应在留园期间按月收取，并出具

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或税

务机关统一印制的税务发票，不得提

前预收保教费。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昨日下午，三场风格各异、创意十

足的主题婚礼秀在东郊记忆内如期上

演。有身穿绿军装、胸戴大红花的新人，

获赠“铁饭碗”，一派怀旧气息；有古希

腊风格的婚礼，天使、骑士、丘比特（

希

腊神话名为厄洛斯

）、圣女，营造出神

话氛围； 还有立足于简洁而不简单的

时尚环保主题婚礼。婚礼秀之后，三家

婚庆公司和1899个人电影还分别公布

了他们眼中的2013婚庆流行趋势。

昨日下午，两位“革命战友”的婚

礼首先在东郊记忆火车头广场举行。

两位新人和婚礼现场督导都穿着新军

装， 上衣紧扎在裤子里， 显得十分干

练。一段激情嘹亮的革命歌曲播完后，

主持人首先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随

后， 身挎水壶的证婚人大跨步上台证

婚：“希望两位年轻的‘革命战士’奔

着共同的目标组成家庭。”紧接着亮点

出现， 一位朋友为新人送上礼物———

一个铁锅，“希望两位新人能一直手捧

‘铁饭碗’”， 这一举动令全场哄堂大

笑。 这是艾思唯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献给大家的怀旧主题婚礼。

而成都礼鼎婚庆服务有限公司为

昨日的婚礼秀准备的是一场名为 “古

希腊神话之旅”的主题婚礼。中央大道

上，一道“凯旋门”矗立，四名古装骑士

列队两旁。通道中央，以鲜花和纱幔装

饰的舞台正等待着浪漫爱情的上演。典

雅唯美的音乐响起，女主角在四名圣女

的环绕下超凡而出。主持人旁白：这是

一名天使，来到人间寻找真爱。纯洁的

天使在人间经受了磨难，是一名凯旋而

归的将军救了她，两人坠入爱河，但爱

情之路坎坷。 最后在爱神的帮助下，有

情人终成眷属。整场婚礼以浪漫的神话

故事和现场的精心布置打动了观众。

两场创意独特的户外婚礼结束后，

最后是一场温馨、 别致的室内婚礼。婚

礼通过3D 全息投影技术营造出光影互

动效果。当全场灯光暗下，追光灯聚焦

到舞台中央，伴随着一曲天籁之音“彩

云之南”，一位轻舞女子引出一对幸福

新人甜蜜亮相。同时，在巨大的LED 屏

幕上，云南风情、泸沽湖美丽的景致逼

真呈现，这些片段都与两人的爱情故事

有关。 这场形式简洁但意味深远的婚

礼，就是由时尚芭纱高级婚礼定制公司

策划的推崇时尚环保理念的主题婚礼。

三场精彩的婚礼秀之后，三家婚

庆公司和1899个人电影还分别从婚

礼色系、婚纱礼服、婚礼主题和个人

爱情电影等角度，发布了2013年婚庆

流行趋势。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春运26日启动

成都至北上广加开临客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成都铁

路局昨日透露，2013年春运将于本月

26日启动， 铁路部门将自本月起在成

都至北京、上海、广州、西安、乌鲁木齐

等省外热门方向增开多趟临客。 具体

如下：

1月26日、1月30日、2月3日，成

都－广州加开L572/69次，1月28日、2

月1、2月5日广州－成都加开L570/1

次；1月24日、1月28日、2月1日、2月5日

成都－广州加开L572/69次，1月26日、

30日、2月3日、7日广州－成都加开

L570/1次。1月26日成都—广州加开

L1262/3次。

1月18日～1月25日， 广州—达州

每日加开L362/3次，1月19日～1月26

日，达州—广州每日加开L364/1次。

1月24日～2月4日，成都—北京西

加开L394次。

1月17日～1月27日， 成都—上海

每日加开L236/3次。

1月6日～23日、25日成都—西安加

开L646次，1月24日成都—宝鸡加开

L646次。

即日起至1月23日，成都—乌鲁木

齐每日加开K 2058/9次。

昨日13时40分许， 蒲江县西来镇

老街， 一间木结构房屋内突然蹿起白

烟并燃起明火， 相邻的3家住户共4间

老屋也顿时陷入火海。

由于最近的消防队在浦江县城，

赶来至少需要10多分钟。起火后，街坊

们首先开始了自救， 他们先将屋内的

老人疏散， 之后有人尝试打开木屋前

的一个消防栓，却发现水压不足。大家

只得抱出水盆、水桶扑救，但这几乎没

起到作用。为阻止大火蔓延，众人还找

来长竹竿，掀开房屋的瓦片，撬开屋顶

的房梁。

14时许， 蒲江消防中队官兵赶

到，大火很快被扑灭。经现场清点，共

4间老屋被烧毁， 隔壁多间老屋受影

响，所幸无人员伤亡。当地政府为3户

房屋被毁的住户发放了3000元现金，

以助他们解燃眉之急。

记者现场发现， 起火房屋周边10

多户人的老屋中央只有一个共用的消

防栓。对此，西来镇党委副书记何勤表

示，接下来，他们会清点消防栓数量并

补充。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摄影记者 王效

报料人：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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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婚庆流行趋势昨日发布

三场主题婚礼秀火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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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郊记忆婚庆会务

接待中心

二环路火车北站路口，车水马龙，人流

如织， 每天这个路口算是中心城区最繁忙

的路口之一，去年二环路“双快”改造工程

启动之后， 这个路口建设却 “迟迟不见动

静”。原来，火车北站节点不仅交通流量大，

而且还有地铁1号线在施工区域，是最重要

的施工节点之一，施工单位、成都路桥公司

项目副经理童平介绍说。

情况复杂 专门定制神秘设备

“确定施工方案、专门定制机械设备都

是该节点才开始施工桩基的原因。”据施工

单位介绍，该路口不仅交通流量巨大，又有

地铁1号线在地下， 施工必须小心谨慎，为

了保证安全，专门定制了搓管机，该设备是

根据火车北站节点施工情况进行安装而

成。据介绍，二环快速路高架桥在火车北站

节点共有4跨，最长一跨有50米，使用钢箱

梁， 全部有32根桩基，“普通桩基深入地下

30米，而这里最深的桩基达到48米。”现场

负责人称，在施工时，搓管机先挖掘一段，

然后用直径1.8米的中空圆形钢护筒深入地

下，保证不会出现塌孔情况。

走进满是泥泞的施工现场， 一台旋挖

机正在施工，从前日凌晨一直到昨日下午，

已经挖掘28米深。 与普通直接从地面挖掘

不同， 这里旋挖机是在钢护筒中进行施工

的，“这个就是搓管机， 露在地面就是钢护

筒，每掘进3米左右就加钢护筒。”站在旋挖

机履带上， 童平拿着记录本详细记下挖掘

深度，同时，旋挖机也会记录挖掘进度，“我

们两边同时记录挖掘量， 精细到深度误差

不超过10厘米。”

童平说，二环路普通的桩基，使用旋挖

机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而在火车北站

节点，需要两天时间，“必须小心谨慎施工，

这个元旦大家都没休息， 我们计划本月底

把所有的桩基完成， 接下来就可以施工承

台、盖梁、墩柱了。”

全线春节前基本完成墩柱施工

随着少数节点开始最后的桩基施工，

二环快速路高架桥下部结构施工也将进入

尾声，记者昨日从市建委获悉，从去年3月

管线迁改、4月主体打围施工， 目前二环路

桩基、桥墩、梁板预制及架设、桥梁顶升、底

层道路施工全面顺利推进。

全线管线迁改和桥梁工程桩基已基

本完成；桥墩施工全面展开，现在已完成

总量的80% ，计划本月底基本完成；从去

年11月开始，梁板架设进入高峰施工，目

前已完成总量的35% ， 计划今年3月底全

部完成。

记者从东半环1标段施工单位了解到，

他们已经架设了200多片小箱梁，正在进行

防撞墙、湿接缝等施工，春节后将基本完成

吊装施工。“也就是说，到3月，市民就可以

看到连续的二环路高架桥了。”施工单位相

关负责人称。

火车北站节点开挖桩基

因车流量大、地铁线路等原因，这一节点直至近日才开始施工桩基

二环路 “双快”改

造工程中迟迟不见动静

的火车北站路口开始发

力， 本月底将完成桩基

施工

北星高架

或今日开始顶升

二环路“双快”改造工程中将利

用原有六座高架桥， 其中东半环唯

一顶升改造高架桥———北星高架桥

最快有望今日开始顶升， 前期准备

目前已经就绪， 由于紧临火车北站

交通枢纽，为确保春运期间的交通，

顶升作业计划将于春运前结束。

据了解， 北星立交桥改造包括

有几大部分： 一个是两端桥头的引

道要拆除 ， 其中引道里面有一条

1800

毫米的雨水管要迁改； 然后要

新建

7

个桥墩， 分别位于东西两侧，

西引道

3

个、东引道

4

个；接着才是桥

体顶升；最后是底层道路改造。

记者昨日在北星高架桥西侧看

到，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顶升设备的

调试。据现场一位负责人介绍，眼下

顶升作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基本

就绪， 正在进行设备的最后调试工

作。假如顺利的话，顶升作业有望在

今日进行。

为了保证顶升安全， 施工单位

和建设业主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包

括进行顶升试验、搭设防护设施，安

排专人监控等举措。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摄影记者 鲍泰良

>>大气将成

二环快速路高架桥

下部结构施工进入尾

声，“到3月， 市民就可

以看到连续的二环路高

架桥了”

同 步 播 报

西来古镇

成片老屋起火

“201314”这个日期原本平淡无奇，却

因为谐音“爱你一生一世”而火爆，成为新

婚男女热捧的对象。昨日，中心城区各个婚

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 就这样目瞪口呆地

看着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人数节节攀升，

很快突破了之前的 “2012年12月12日”、

“2011年11月11日”，直逼史上最高纪录的

“2009年9月9日”和“2008年8月8日”，最后

成功创下3143对新人登记结婚的纪录。

为了能够在这个 “最浪漫的日子”结

婚，保守估计有超过百人彻夜排队，他们不

惜忍饥挨饿，自带棉被与板凳，在手机游戏

的陪伴下度过漫漫冬夜。 而长达十余个小

时漫长等待的辛苦，瞬间就被“在一个好日

子里结婚”带来的幸福感所淹没。一些年轻

人对吉祥数字的痴迷，令人叹为观止。

成华区:572对

两年前就已接到预约

昨日， 成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

了温燕所见过的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昨天下午3点53分， 已有269对新人在

这里领了结婚证。还有近400对情侣正在玻

璃门外等候。 记者看到， 登记者还捡了枯

叶、树枝，在一个铁簸箕里生起了火。

对这么多人排队办证的景象，温燕说，

她早有心理准备。

2010年夏，她刚调到这里不久，就接到

了预约“1314”婚姻登记的电话。“是个女娃

娃，问我们2013年1月4日上班不？”温燕当时

就愣了———怎么就说到两年多后的事去了。

“所以，我们上个月月初就开始做准备了。”

第一步便是更换机器———打印机，“就

怕在关键时刻卡壳，赶到赶到买了4台新打

印机。”

办证人员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平时，

办一个结婚证一般需要15分钟， 最快可以

达到11、12分钟。但是按照这个速度，就是

办到天亮也办不完。“所以我们要把时间控

制在每对5分钟。”于是，登记处将原本全部

积压在办证窗口的程序全部分解，还“事前

排演过。”

登记者程辉告诉记者，其实自己担心

今天人太多，本来不想来领证的，后来转

发了婚庆公司的微博中了奖，因此不得不

过来。

锦江区 青羊区:1067对

排队10小时 先去看场电影吧

29岁的朱彤是1月3日才知道自己第二

天要结婚。他开心地告诉记者，3号下午，女

友突然问他要不要第二天结婚， 理由是

“结婚需要一种冲动”， 朱彤先是诧异，接

着便是狂喜： “我之前都给她求了几次婚

了，她都没答应。”朱彤告诉记者，前晚给

家里说第二天俩人要扯证的时候， 父母也

没反应过来。

25岁的鄢小翠和李波则是早上9点就

来排队了， 但到晚上7点过还没登记上。中

途两人甚至还出去看了个电影。 与他们一

同等待的朱薛和刘珂，则出门逛了街、吃了

饭，还在车上睡了个午觉，他们纷纷笑道：

“这个婚真是从早结到了晚。”

锦江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预计今天要达到400对。不办完，不下班。”

为避免出现新人在寒风中等待的情

形， 锦江区政府还利用官方微博组织了20

多位志愿者， 为等待登记的新人们送上了

热豆浆和巧克力。

昨天晚上八点半， 记者来到青羊区婚

姻登记处门口，还有约200人在排队。一个

排在末尾的女孩是下午5点钟才过来的，前

面还有很多人没有排上。 估计当天自己已

经很难排上号了， 她只能在最后一直高喊

着“我要结婚”“我要结婚”。

武侯区：480对

通宵排队“为了爱，不存在”

预计到1月4日会有很多人排队，1月3

日晚上还不到晚9点，李维就与男友率领着

亲友团，来到武侯区婚姻登记处外面排队，

成为第一对排队的新人。 对这样的通宵排

队，李维回忆说：“男朋友告诉我，为了爱，

不存在。”

“我们准备了充足的暖宝宝，手机等电

子娱乐设备也备起了。” 李维说，“外面的

人比我装备更齐全，棉被和板凳都带来了，

甚至还有人带了烤火架。”

当李维和男友终于成功拿到证时，那些

还在排队的新人给了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庆

祝彻夜的排队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成果。李维

告诉记者，回家之后，他们全体都吃了感冒

药，昏睡了一下午，精神才恢复过来。

晚上9点40分，武侯区办完了所有的新

人登记手续，是中心城区中最早完工的，一

共为480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全川各地

为了新人 员工食堂免费开放

昨日下午6时许，除了都江堰市婚姻登

记处已经全部办理完当天的结婚登记外，

我市其他区（

市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

工作人员都还在加班加点地抓紧办理。

“无论到几点钟，今天来办理的准新人

们我们一定接待完毕才下班。”在成都商报

记者的采访中， 各个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

员都这样表态。在蒲江县婚姻登记处，提前

就做好了预备工作，平时婚姻登记处只有3

名工作人员，昨日他们从民政部门增派了7

名工作人员前往帮忙。 为了方便新人们吃

饭，他们还承诺排队在80个号以内的，外出

去吃饭回来后仍保留叫号。

天气寒冷， 崇州市在排号到390号以

后，就将大门打开，让大家都进入婚姻登记

处内取暖。 温江区婚姻登记站在中午就把

员工食堂免费对外开放， 让大家在食堂免

费就餐， 晚上又为还没办理完毕的准新人

们煮了热气腾腾的汤面。

据不完全统计， 昨日南充市9县 （

市、

区

）约有3000对新人登记结婚。刷新了2009

年9月9日1000多对新人登记结婚的纪录。

顺庆区婚姻登记处主任杨虹告诉记者：“平

时来我们这里登记的人数不到100对。”广

安市广安区民政局也专门调集三台大车用

于结婚对象免费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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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激动新人

2

年多前，成华区婚姻登记处

就接到了预约昨日婚姻登记的电

话， 工作人员接电话的当时就愣

了：咋说到那么远去了

■最周全新人

前日还不到晚上

9

点，新人已

经来到武侯区婚姻登记处外面排

队， 准备了暖宝宝、 电子娱乐设

备、棉被，甚至烤火架

■最激情新人

29

岁的朱彤是

1

月

3

日才知

道自己第二天要结婚。

3

日下午，

女友突然问他要不要第二天结

婚，理由是“结婚需要一种冲动”

■最悠闲新人

昨日新人排队时间普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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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左右，排队中途，有新人出去

逛街、吃饭，即使看电影也没问题

■最无奈新人

新人程辉告诉记者， 今天人

太多，本来不想来领证的，后来转

发了婚庆公司的微博中了奖，因

此不得不过来

看见你们

我又相信爱情了

2008年8月8日 1554对 2009年9月9日 3339对

2010年10月10日 1365对 2011年11月11日 1328对

历年登记峰值对比

（范围均为五城区与高新区）

火车北站节点开始施工

忍饥挨饿通宵排队扯证

“为了爱，不存在”

成华区婚姻登记处门口，排队的新人从门缝中领取表格

大火过后，

3

间老屋消失

3143 对 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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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又给21家幼儿园打招呼 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