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质学校尽量辐射更大范围

娃娃究竟可能被派位到哪一所初中？划

片范围如何划分？记者了解到，在五城区中，

这一批次确定学位的学生除了统筹安排居

住地跨区变更的随迁子女外，其余一部分按

照历史习惯单校划片直接安排学位，另一部

分则通过划片随机派位安排学位。

按照历史习惯单校划片安排， 是指一

些九年制学校和部分不具备摇号条件和需

要的地区，并得到了学生及家长认同的，这

部分没有进行摇号。

通过划片微机排位安排， 即是通过微

机排位的方式进入初中就读。排位前，每个

区的教育局都制定了自己的划片方案。方

案依据相对就近原则， 按照区域内初中学

校的分布情况、 规模， 以及适龄儿童的人

数、分布等，制定了初中学校的学位计划、

划片方式等。 尽可能扩大优质学校的辐射

范围，也是各区划片的原则之一。

以武侯区为例，武侯区划出三个片区,涵

盖21所小学，对应的初中共8所。第一片区的

川大附小、磨子桥小学等8所小学对应川大附

中、棕北中学科院校区等5所初中。这之中，每

一所小学的学生都有可能被派位到5所初中

的任一所。而第二片区的另外8所小学也对应

与第一片区完全相同的5所初中。 也就是说，

这5所初中，每校都辐射了16所小学。

高新区和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则稍有

不同。 其区域内的每所小学都可依照单校

划片直接对口初中， 但高新区的石室天府

中学、 成都七中初中以及天府新区成都直

管区的华阳中学面向符合条件的家长实行

报名随机派位方式确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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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中心城区小升初微机排位结束

昨日下午4点已能查结果 记得下周二之前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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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中心城区（包括五城区及

高新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小升初第

四批次划片随机派位进行。此前，中心城区

已经进行了三批次确定小升初学位。 分别

是第一批次的艺体特长生、 第二批次的民

办学校招生， 以及第三批次的女子实验学

校、科创学校、外语类学校、四七九三校四

区、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在这一批次中，共31863名小学毕业生

在这一批次确定了学位。其中，按照历史习

惯单校划片直接安排学位15272人，划片随

机派位安排学位15719人，统筹安排居住地

跨区变更的随迁子女872人。截至昨日派位

结束， 成都中心城区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

生已全部确定初中学位。

昨日上午， 市招考办的会议室中， 市人

大、政协、教育督导、纪检监察部门代表、各级

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市保密局计算

机专家、初中及小学的校长代表、家长代表、

媒体代表聚在一起，见证小升初派位过程。

保密局计算机专家对派位电脑检查过

后，各区派位依次开始。首先进行随机派位

的是金牛区。一名家长代表先在3张派位系

统盘中随意抽取一张， 它便成为金牛区进

行派位和保存数据的光盘。随即，工作人员

将数据导入电脑， 由各初中校长依次上前

点击“开始排位”的按键，大屏幕的名单开

始飞速滚动。不到30秒，屏幕定格，一个片

区的派位结果就生成了。完成后，教育行政

部门代表、家长代表、小学校长代表联合在

光盘上进行防伪签名。日后，若家长对派位

软件存在疑问， 还可上市教育局纪律检查

部门、市招考办档案室申请查阅。

四川地方专项计划首招千人

8000考生报考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汪玲 ）

记者昨

日从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场获悉，今

年开始首次实施的省级 “地方专项计

划”招生录取工作结束，从投档情况看，

考生报考热情非常高，报考人数达8000

余人，医学类院校和文科类院校计划基

本能满足。

一志愿投档线

文科：551分 理科：540分

据录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参

加地方专项计划招生的院校有四川农业

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

南科技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泸州医学

院、川北医学院、西华大学、四川师范大

学、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和西华师范大学

这11所，安排在本一批次前录取。

我省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和革命老区、 艰苦边远地区的119个县

（市、区），高中学籍满三年的考生可以报

考，成都仅大邑、邛崃两地纳入范围。

据悉，今年地方专项计划安排1000名，

其中理科845名，文科155名，第一志愿投档

满足率较好，理科为52%，文科为68%。

7月18日将征集志愿

贫困地区考生别错过机会

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提醒， 目前国

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中尚有缺

额，按照录取日程安排，均于7月18日再

次面向贫困地区考生征集。 请符合条件

的考生千万不要错过“专项计划”的志

愿征集。

据了解，为鼓励考生报考，地方专项

计划中的学校均拿出自己的 “王牌专

业”招生。如，西南石油大学招生专业中

有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资源勘查工

程；泸州医学院招生专业中有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类、麻醉学等；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招生专业中有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成都理工大学招生专业中有地质学、土

木工程、地球物理学等。

交大录取通知书里 校长荐书百本

西南交大新版录取通知书出炉，校长的信和一份经典阅读书单将随同寄出

通知书上

找亮点

可扫码

可珍藏

信和书单

明天，我省本科一批次投档开始，很快大

量的录取通知书就将飞往全国各地找“主

人”。今年教育部首次要求，高校要建立校长

作为高校法人代表签发录取通知书的制度。

这就意味着，录取通知书上将有校长签名。

记者昨天了解到，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徐飞就将把自己的姓名印章盖在每份录取

通知书上，并亲手“制作”给新生的“见面

礼”： 一封信和一份由自己推荐的经典阅

读书单。同时，西南交大今年首次推出微信

查录取信息的服务。

通知书可撕开

一半交给学校一半自己收藏

以传统的“交大蓝”为底色，学校的办

学、搬迁历史以曲线图的方式印在封面上，

今年西南交大录取通知书花费了更多时间

打磨。在通知书封底的左上角，两个并排的

二维码是今年首创，扫一扫它们，新生就可

关注交大的官方微博和微信， 提前通过新

媒体融入大学生活。 据交大招生就业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份通知书可“永久珍藏”：

内页的左右两侧都印有通知书的“正文”，

包括学生照片、录取学院及专业、报到时间

等，“左右两侧中间有对折线方便撕开，左

侧可以一直保留，也可供出国留学备核。”

荐书单里有些啥

《理想国》《国富论》……

除了这份通知书，交大新生还会收到校

长徐飞的“特别礼物”：致2014级新生的信。

交大老师透露，徐飞很关心学生情况，所以

对这份“见面礼”格外重视，“自己改了好多

遍，甚至还会关心用什么样的纸张打印。”

徐飞在信中提到，“大学是唤醒奇迹的

地方、超越功利的圣地和飞扬理想的疆域。

期盼你以一颗宁静之心，远离浮躁喧嚣，浸

淫中外经典，锤炼修齐治平的情怀……”为

培养工科学生这样的人文情怀，一份包含96

本书籍的经典阅读书单也会随录取通知书

一并寄出，这份书单由徐飞推荐，包括《理

想国》《国富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同时，交大今年还首推微信查成绩。考

生可关注西南交通大学微信（swjtumedi-

a），在其页面中点击“考生新生———录取

查询”，输入姓名和14位考生号就可以了。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成都大学：一张中行卡

西南交通大学：

（1）一份茅以升学院的选拔通知，该学院

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的精英人才；（2） 一张建行银行卡；（3）

一封校长给新生的信；（4）一份书单，西南交

大经典阅读推荐数目，共96本。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这些小学的娃娃可能“派”到哪些中学？ 请看这里

核心

提示

如何划片？

片号 升学对应区域 初中学校名称

1

天涯石小学昭忠祠分校 盐道街中学

锦官驿小学 七中育才学道分校

和平街小学 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

十七中

2

天涯石小学 盐道街中学

盐道街小学 七中育才学校学道分校

成师附小 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

龙王庙正街小学 田家炳中学

十七中

师大附中

3

东光实验小学 盐道街中学

盐道街小学（东区） 田家炳中学

娇子小学 师大附中

教师进修校附小 十七中

龙舟路小学 师大附中外国语学校

成师附小华润分校 三中

成师附小万科分校 七中育才（新校区）

4

沙河堡小学 师大附中

盐小得胜分校 师大附中外国语学校

成师附小慧源校区 田家炳中学

大观小学 三中

菱窠路小学 七中育才（新校区）

天涯石逸景分校

锦江实验学校

锦江区

青羊区

片号 升学对应区域 初中学校名称

1

成都市鼓楼小学 成都市第十一中学

成都市红光小学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陕西街校区）

成都市双眼井小学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东马棚校区）

成都市新华路小学

2

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 成都市石室联中蜀华分校

成都市回民小学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东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陕西街校区）

成都市彩虹小学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东马棚校区）

成都市少城小学

成都市胜西小学

成都市实验小学

3

成都市草堂小学 成都市石室联中蜀华分校

成都市浣花小学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陕西街校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青华分校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东马棚校区）

中国教育学会成都市青羊实验学校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西区）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西区）

4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金沙校区）

成都市光华小学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

成都市花园（国际）小学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西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西区）

5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金沙校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境界分校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

6

成都市金沙小学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金沙校区）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

成都市泡桐树中学

片号 升学对应区域 初中学校名称

1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川大附中

成都市唐子桥小学 棕北中学科院校区

成都市棕北小学

棕北中学桐梓林校区

成都市锦官新城小学 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科华中路小学 西北中学

成都市玉林小学

成都市群星美术学校

成都市桐梓林小学

2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川大附中

成都市新生路小学 棕北中学科院校区

成都市华西小学 棕北中学桐梓林校区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南区） 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武侯计算机实验小学 西北中学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分校

成都市锦里小学

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

3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分校 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成都市红牌楼小学 43中

成都市太平小学校 棕北西区实验学校

川大附小清水河分校

成都市武侯实验小学

武侯区

成华区

片号 升学对应区域 初中学校名称

1

成都市站东小学校 成大附中

青龙小学 成都实验中学

成都市双水小学校 石室初中青龙校区

40中

2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实验中学

成都市北新实验小学 40中

成都市熊猫路小学校 石室初中青龙校区

3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校 49中

成都市成华实验小学校 华西中学

石室初中

4

成华小学 石室初中

成都市培华小学校 成都双语实验学校

列五中学

双庆中学

石室初中东区

列五中学双桥校区

5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成大附中

成都市李家沱实验小学校 49中

石室初中

列五中学

华西中学

6

成都市华林小学校 二仙桥学校

二仙桥学校 华西中学

嘉祥成华校区 49中

南华实验学校

理工附中

7

咸都市双林小学 石室初中

成都双语实验学校 成都双语实验学校

列五中学双桥校区

列五中学

8

成都市双庆小学校 双庆中学

成都市五桂桥小学校 石室初中东区

成都市杨柳小学校 列五中学双桥校区

成都市华建学校

9

成都市龙潭小学校 38中

双庆中学龙潭校区

金牛区

片号 升学对应区域 初中学校名称

1

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校 成都市第八中学（北区）

成都市张家巷小学校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成都市马鞍小学校 成都市第八中学校

成都市解放北路第一小学校 成都市人民北路中学校

成都市驷马桥小学校

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校

2

成都市西一路小学校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成都市北站小学校 成都市第八中学校

成都市五块石小学校 成都市锦西中学校

成都市人民北路中学校

3

成都市铁二院小学校 成都市第十八中学校

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校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成都市沙湾路小学校 成都市通锦中学校

成都市西体路小学校 成都市锦西中学校

成都市光荣小学校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花照校区）

成都市九里堤小学校

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校（新桥校区）

4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校 成都市第十八中学校

成都市抚琴小学校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成都市金琴路小学校 成都市通锦中学校

成都市西安路小学校 成都市金牛实验中学校

成都市白果林小学校

5

成都市茶店子小学校 成都市第十八中学校

成都市营门口小学校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成都市行知小学校 成都市金牛实验中学校

成都市奥林小学校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花照校区）

成都市蜀汉外国语实验小学校

成都市金建小学校 成都市第四十四中学校

成都市沙河源小学校 成都市锦西中学校

成都市泉水路小学校

6

成都市王贾桥小学校

成都市金牛外国语学校

注：本组表格只包含了多校划片随机派位入学方式，不包含单校划片入学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一本薄薄的新生攻略， 由师兄师

姐制作，告诉你“如何快读成为一名

锦城人”；一张银行卡；一张电话卡

其实，高校寄给新生的第一份“礼物”，除了录取通知书，往往还附带有其他东西。记者从各高校了解到，在

快递邮包里，新生入学须知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是必备。前者会向新生介绍学校概况，尤其是要说清如何报到，

后者则为家庭贫困的同学提供服务。那么除了这些，各高校寄出的邮政快递里还有哪些“自选项目”呢？

看看各校通知书里装了啥？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一张农行银行卡；一张移动电话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