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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树德外国语校区等4校

小升初取消英语面试

成都2014年小升初政策昨日出台，坚持免试就近入学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四校取消

英语面试

慎重择校

资源富饶的凉山吸引了众多企业投资

凉山。4月9日，“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

中的凉山投资说明暨产业推介会上，共签约

项目40个，总投资498.2亿元。凉山着力招商，

加上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看好凉山这个投

资宝地，让凉山不“凉”，成为投资热土。

丰富矿产资源 吸引投资

凉山矿产资源丰富， 钒钛与稀土资源

在国内有名， 因此有许多与矿产有关的项

目将落户凉山各县市。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西昌市投资1.5亿元的重钢西昌矿业200万

吨/年废石抛尾工程，建设一条年处理废石

200万吨的生产线。

会东县矿产资源丰富，投资4亿元的浙

江横店低品位赤铁矿采选及深加工项目，

投资8亿元在满矿进行低品位赤铁矿开采、

洗选及深加工项目也成为这次投资的关注

热点。

冕宁县境内的大理石开采及加工、雷

波县地磷矿、宁南县的“磁化焙烧-磁选”

选矿、 喜德县的石材新诚商品混凝土搅拌

站等众多项目都引人注目。

风电和太阳能 遍地开花

四川省将打造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基地， 凉山在基地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分

量。四川省的风电场最初落户在德昌。这次

投资会上传出消息，德昌的风电场还会“变

大”，“风电花儿”还将落户宁南、会理县。

凉山的“风”能发电，凉山的“光”也能

发电。 凉山风能资源丰富已被开发利用，太

阳能资源开发利用也不甘落后。投资20亿元

的江苏泛资城市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预示着盐源县白乌镇三棵树村将建设太阳

能光伏发电站，规划总装机20万千瓦。在普

格县落户的光伏发电项目计划投资6亿元，

将建成装机50MW并网光伏发电站。

水电站项目 投资大带动多

被称为“中国水电王国”的凉山，水电项

目的投资力度在这次投资说明会也很有分

量。三峡集团乌东德水电站、三峡集团溪洛渡

水电站复建、 三峡集团白鹤滩水电站附属工

程、 瓦岗河水电开发建设等一个个投资巨大

的项目，带动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在水资源

最丰富的木里县境内，卡拉水电站、杨房沟水

电站、上通坝电站建设也将投入巨资。

看好农业 朝深加工发展

凉山农业资源被投资企业看好， 越来

越多外地企业在凉山对凉山农产品进行深

加工，带动了凉山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处于凉山“金边银角”的会东是农业

大县，农特产品深加工，速生林育林及林产

品加工也很快投入生产。“北京泰和普仁元

坤总部基地”将在德昌县建成，实现与元坤

果业公司的配套。凉山的红掌花卉可望“更

成规模”， 西昌新增红掌种植技术合作项

目，德昌落户新品种繁育试种推广项目。安

宁河谷的洋葱也被企业看好。 香港太平洋

投资集团将在冕宁县境内建成洋葱深加工

基地。 宁南将利用双宫及黄斑蚕茧生产中

高档蚕丝被及高档家纺。

百姓受益 生活环境更安逸

这次投资签约项目的北京新奥能源天

然气利用工程项目投资110亿元，将惠及凉

山百姓，人们做饭、烧水、汽车加气、工业用

气也更加便利。德昌县将投资2.5亿元，新建

一所国内一流的寄宿制学校———深圳红文

科技攀西南山国际学校。

西昌城内购物格局也有变化， 华润万

家超市有限公司拟投资15亿元在西昌市区

域内新建占地110亩，包含酒店、大型超市

等综合体项目。 西昌还将引入几家上档次

酒店。

陈甫林 宋明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优质初中多校划片

中心城区随迁子女可报艺体生

按照规定， 小学毕业生在户籍所在地区

（市）县参加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入学。

市教育局要求，小升初划片实行“单校划

片”与“多校划片”相结合，所属优质初中纳

入“多校划片”范围，但不得将划片范围扩大

到所属行政区域全域。 片区划定后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

此前，成都市已出台了《关于做好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已在成都市小学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按规定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将《成都市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通知

书》交回原就读小学。居住地未变更的，随就

读小学服务范围内学生升学； 居住地跨行政

区域变更的， 由现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统筹

安排就学。此外，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

及高新、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简称中心城区）

此类学生还可报艺体特长生。

监控“择校热”

小升初信息首次通过网上采集

与往年不同，今年，成都市小升初将通过

网络应用服务平台办理， 在成都市小学就读

的所有小学毕业生均须进行网上信息采集。

根据安排，4月14日～25日， 所有小学毕业生

登录小升初网络应用服务平台 （网址：xsc.

cdzk.net），注册小升初网络应用通行证，进入

系统完成个人信息的核实和修改。

“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及时发布小升初

的各种政策和信息， 学生和家长可在网上办

理有关业务，了解政策信息、日程安排。”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这一系统，更

容易监控择校情况。需要提醒的是，从2014年

起， 新入学初中择校生毕业时不享受省二级

及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到校生政策，家

长对待择校应慎重。

取消英语面试

外语类学校报名超标随机派位

记者注意到，往年小升初时，报名四川师

大附中外国语学校、 成都石室锦城外国语学

校和成都双语实验学校这三所外语类学校的

学生若超过计划， 招生学校可组织报名学生

进行英语口语面试。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报名学生若超过学校学位数计划三倍， 学校

也将组织英语口语面试。但在今年的《办法》

中，记者却没有看到以上相关规定。这是否意

味着今年这些学校都不再举行面试？对此，市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昨日做出了肯定的回复。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教育部今年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

的实施意见》， 义务教育段坚持免试就近入

学，公、民办学校均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

生， 所以今年就取消了以上这几所学校的面

试，将采用网上报名、在符合条件的学生中随

机派位的办法进行录取。

签约近500亿

凉山再度成为投资“热点”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40个项目落户凉山

今年， 中心城区小升初学位确定将分四

个批次进行， 凡上一批次已确定学位的学生

不能参加以后各批次的学位确定。

第一批为艺体特长生。 凡具有中心城区

户籍及已在中心城区就读的符合条件的成都

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均可报名， 学校对

学生进行必要的专业素质测试后，确定学位。

第二批为民办学校招生。 民办学校招生

实行网上报名， 学生在自愿基础上通过网上

报名系统报名，学校自主录取，确定学位。

第三批为女子实验学校（成都十一中）、

科创学校（树德实验中学东区、成都市双庆中

学校）和外语类学校（四川师大附中外国语

学校、成都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成都双语实

验学校）以及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成都七

中（高新校区）、树德中学（光华校区）和树

德中学（外国语校区）、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

验中学。 凡具有中心城区户籍及已在中心城

区就读的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均可登记报名。具有成都市郊区（市）县正住

户籍及已在郊区（市）县就读的符合条件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在市招考办办理

学位确定手续的除外）也可报树德中学（外

国语校区）。第三批学校所有学校将实行网上

报名、 在符合条件的学生中随机派位录取的

办法， 若符合条件的报名学生数未超过学位

计划，则直接录取所有报名学生。网上报名工

作将在6月下旬进行。

第四批为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入学。

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一律不准提前、违规

招生。各批次学校学位确定后，学生家长应按学

校规定的时间（第四批学校学位完全确定后，

应在7月22日前）到初中学校办理报到手续。

中心城区学位 分四批次确定

《成都市2014年小学毕业生初中入学办法》昨日公布，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报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以及四川师大附中外国语学校、成

都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成都双语实验学校这四所学校，若报名人数超过

学校外语类学位计划时，学校将不再组织报名学生进行英语口语面试，而

是直接采取随机派位的方式录取。

山美水美的凉山成投资热点 陈光惠 摄

制图 吴青松

以花为媒

青白江叫响

“樱花之城”

花瓣纷飞， 人流如织。4月13日，

历时一个多月的2014四川花卉(果类)

生态旅游节分会场暨成都(青白江)第

五届樱花旅游文化节将在风景如画

的凤凰湖畔落下帷幕。这是西部规模

最大的樱花观赏地，也是历届樱花节

中内容最丰富、综合性最强、规模最

大、参与最广泛的一次文化活动。自3

月7日以来截至昨天，共接待游客110

万人次。

经过五年的打造， 每年的樱花节

不仅成为成都以及周边地区的城市浪

漫盛宴， 也成为青白江区以及成都市

又一张亮丽的赏花旅游新名片。 在本

届旅游文化节中，青白江区委、区政府

更是彻底市场化， 让青白江樱花节成

为规模更大、品种更多的一届樱花节。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节会期间已

举办相亲会、婚恋季、古典音乐节、骑

游樱花节、樱花仙子巡游、车展等数十

场活动。

樱花开过，盛会落幕，这不是意味

着结束，而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樱花

节的举办也将发挥连锁效应， 让青白

江的建设再度升级。事实上，声名鹊起

的樱花节， 正为青白江的城市品牌营

销不断显现出更大的拉动作用， 同时

成为带动全区现代服务产业链加速完

善的催化剂。坚持“以花为媒，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的原则，青白江区广开

合作渠道，经济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整

个樱花节期间，旅游、餐饮、商业、交

通、通信、娱乐等行业一片繁荣。

樱花节的举办， 也让游客改变

了对青白江工业老区的旧印象。这

些年， 青白江用持续的努力， 造就

了工业支撑到生态之城、 宜居之城

的转变。 樱花节犹如青白江对外开

放的一扇重要窗户， 在展示山水佳

绝的风光和底蕴深厚的人文背后，

凸显的是投资环境日臻完善， 现代

产业集群快速崛起的步伐， 并不断

推动着区域内现代服务业集聚，以

及商品集散功能和对外辐射力加快

提升。 这也让青白江成为名副其实

的“樱花之城”。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摄影 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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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的阳光， 烂漫的樱花与微波荡漾的

凤凰湖组合成一幅天然唯美的山水画卷。虽

然延期闭幕，虽然不舍，但到4月13日之后，本

届樱花节还是要和广大市民、游客告别了。

樱花盛开惹人醉， 凤凰起舞迎客来。樱

花的美在于盛开时的热烈，更在于它怒放后

纷纷飘落时的那种清高、纯洁和果断的壮烈

场面。于是，在这个樱花飞舞的“樱花雨”时

期，花间湖畔的游人纷纷驻足留影。同时，在

凤凰湖景区二期，全程的绿道则吸引了不少

崇尚健康生活的游客在此进行健步行及骑

游活动。在暖风和樱花的陪伴下，呼吸着沁

人心脾的浪漫香气，踏青远足欣赏万亩烂漫

樱花，并体验健步休闲运动的快乐。

值得一提的是，在赏樱阁对面，游客将

观赏到国内少有的胸径达25厘米的大型日

本晚樱盛放的壮观景象， 根据时间的变化，

所开樱花的颜色还将从粉红色逐渐转变为

粉白色，直至接近于白色。“十分特别，带给

大家与众不同的赏樱体验。”工作人员说。

周末到凤凰湖 陪你去看“樱花雨”

成都(青白江)第五届樱花旅游文化节还有最后3天，看浪漫樱花赶快哦

“漫天飞花雨，翩翩落满地！”青白江樱花节正在上演极度浪漫时光，凤凰湖畔，万余

株樱花经过盛花期的绽放，已经进入了最美的“樱花雨”时期，千万朵樱花花瓣随风飘落，

在烂漫的春光里，如云霞满地，纯净而绚丽，多情而浪漫。不过，市民可得抓紧时间在本周

周末前去观看，因为4月13日后，2014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分会场暨成都(青白江)第

五届樱花旅游文化节就将落下帷幕，再想看到“樱花雨”就只有等到明年。

据悉，本届樱花节从3月7日开幕以来，截至昨日共吸引游客110万人次。五年来的积累，

拥有西部最美赏樱区的青白江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樱花之城”。未来，青白江还将继续扩

大樱花规模，力图打造“中国第一樱花赏花之都”，为市民奉上更加惊艳的樱花节。

每逢阳春三四月，白色、粉色、红色……

青白江凤凰湖樱花含苞怒放， 舒展腰肢，走

进湖边，会感觉步入了花的海洋。放眼望去，

到处是漫天的樱花，鼻子里闻到的，也全是

清新的花香。

目前，凤凰湖景区的一期、二期的万亩

樱花林中，一场盛大而浪漫的“樱花雨”正

在上演。游客可站在樱花树下，感受樱花飘

摇落地的“樱花雨”美景，能看到千万朵樱

花花瓣随风飘落，在烂漫的春光里，如云霞

满地，纯净而绚丽，多情而浪漫。特别是在凤

凰湖二期绿道两旁，精心栽植培育了三四年

的樱花树下，樱花随风飘落，十分惬意。

盛花期赏樱，花团锦簇，满树浪漫，雪白

一片；落花期赏樱，微风拂过落英缤纷，好似

雪花飘落，伸手欲接一片花瓣，它却似精灵般

狡黠地从手指间滑过；雨天赏樱，雨丝夹带花

瓣，散落在雨伞上，描绘出一把把名副其实的

“花伞”。实际上，与其说是在赏花，不如说是

赏花让人与景真正地“交心”在一起。

樱花雨中 人与景真正实现“交心”

赏花赶紧 错过这3天只有等来年

青白江凤凰湖畔“樱花雨”，景美人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