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8月19日下午4时许，此前深陷整形风波的成

都本土超女王梓终于现身米兰柏羽·风尚亚洲

2014时尚亚洲颁奖盛典启幕酒会，焕然一新的她

出场短短几分钟就引来众多嘉宾和媒体的围观。

王梓称， 这次并不是自己第一次接受整形

手术， 早在出第一张专辑前她就对鼻子进行过

调整。在接受本次系列整形手术之前，曾有多家

媒体报道王梓“消失过”一段时间，其经纪公司

还发布公告称要对其进行索赔。千呼万唤之后，

王梓发微博表示是在接受整形手术， 此时经纪

公司口风突变，对王梓表示了“理解”和“支

持”。不少网友表示，此举炒作痕迹明显，但在面

对记者的质疑时， 王梓坦言：“目前社会大众对

整形手术的接受度比以前大有提高， 人人都有

追求美的权利， 只是艺人受到的社会关注度更

高，难免成为议论的中心。”

王梓目前已经投入到复出工作当中， 她在

接受米兰柏羽·风尚亚洲2014亚洲时尚颁奖盛

典组委会的邀请后， 将出任风尚亚洲中国区形

象大使。 这项活动由成都传媒集团主办、《成都

女报》承办，活动以成都为发声地，向世界展示

亚洲时尚产业与时尚品牌的形象。届时，王梓将

和来自亚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时尚界人士进

行交流，履行形象大使职责。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09

2014年8月21日 星期四

要闻

成都建立起多位一体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看看成都学子可以享受哪些学费减免和资助？

寒门学子读高中 免学费还有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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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奖学金

资助对象：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院

校中特别优秀学生

资助标准：

8000元/生.年

2

：国家励志奖学金

资助对象：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在校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资助标准：

5000元/生.年

3

：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

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

2000元/生.年

4

：生源地助学贷款

资助对象：

具有成都户籍的家庭

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

资助标准：

每生每年最高6000元

5

：高校新生入学资助

资助对象：

每年高考考入全日制

普通高等院校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资助标准：

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

每人500元， 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

人1000元。

6

：金秋助学计划

资助对象：

新考入大学的建档困

难职工子女

资助标准：

三圈层每位学生配套

800元； 二圈层每位学生配套600元；

五城区每位学生配套500元。同时，对

在读大学生资助的配套资金为300

元。 市总工会直接资助的困难职工

（农民工） 子女， 助学金为3000元/

人。子女在大学就读期间，市属企事

业单位建档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

仍然困难的，继续给予每年1200元的

助学金。

7

：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

资助对象：

城乡低保家庭的应

届高校毕业生及高校的应届残疾毕

业生

资助标准：

一次性补助给学生每

人800元。

1

：保教费减免

资助对象：

普惠性幼儿园3周岁

以上在园幼儿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幼

儿及孤、残幼儿。

资助标准：

按每人每月100元的

标准减免保教费，全年按10个月计。

2

：公益性幼儿园补助

资助对象：

在公益性幼儿园就

读且年满3周岁的成都籍幼儿。

资助标准：

中心城区每人每月

减免保教费200元，其余区（市）县

按当地发改、财政部门核定标准减

免，全年按10个月计。

“两免一补”

改善营养

1

：“两免一补”

资助对象：

所有公办在校生免除

学杂费、课本费、作业本费，在校住宿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享受生活费

补助

生活补助费资助标准：

小学：

1000元/生.年、初中：1250元/生.年

2

：免除住宿费

资助对象：

14个郊区县公办学

校所有在校住宿学生均免除在校住

宿费

资助标准：

按价格部门核定标

准全额免收

3

：营养改善计划：

资助对象：

都江堰、彭州、崇州、

邛崃、金堂、蒲江、新津、大邑8市

（县）农村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不

含县城学校）在校学生。

资助标准：

在校学习期间，每天

给予3元的膳食补助。

4

：鸡蛋牛奶工程

资助对象：营养改善计划未能覆

盖的公办学校成都籍城乡低保家庭

学生。

资助标准：

在校学习期间每天

一个鸡蛋、一盒牛奶。

5

：育苗计划

资助对象：

资助都江堰、彭州、

崇州、大邑、邛崃、金堂、蒲江、新津8

个市（县）的初中、小学在校孤儿、

低保家庭学生共计1447人, 金额72

万元。

资助标准：

500元∕年·人，分别为

每个学生订做春秋、夏、冬三套服装。

1

：学费免除：

公办中职学校具有全日制正式学

籍的所有学生（不含艺术类表演专业

学生）入校时直接免除学费。

2:

民办中职的学费补助：

在经批准设立的民办中职学校

就读的具有全日制学籍的一、 二年

级学生 （不含艺术类表演专业学

生） 入校时可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费标准给予补

助 （补助最高不超过学生个人应交

费额），经批准的收费标准高于财政

补助的部分， 学校可按规定继续向

学生收取。

3

：生活补助：

全日制正式学籍一、 二年级在校

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以及藏区“9+3”学生可享

受1500元/年.人的生活补助。学生可

直接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 申请时需

持居住地街道（乡镇）或法定监护人

所在单位出具的家庭贫困证明。 学校

受理申请后按程序进行评审、公示，并报相关

部门审核后实施资助。

4

：职业教育券补助：

成都籍学生就读成都区域内具有招生

资格、收取中等职业教育券的全日制中等职

业学校艺术类表演专业的一、二年级学生可

享受1200元/年.人的职业教育券补助。由就

读学校打印和发放职教券，学生持券到户籍

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确认户籍

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学年初报到时直接持券

冲抵学费。

5

：免住宿费

中职学校享受了国家助学金的在校住宿

学生，公办学校对学生个人全免，民办学校

学生按同类公办学校免费标准给予补助

（补助最高不超过学生个人应交费额），收

费标准与补助之间的差额由学生个人交

纳。学生可直接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申请

时需持居住地街道（乡镇）或法定监护人

所在单位出具的家庭贫困证明。 学校受理

申请后按程序进行评审、公示，并报相关部

门审核后实施资助。

1

：免课本费：

公办学校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可

直接向学校申请免除课本费。

2

：免住宿费：

公办学校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可

直接向学校申请免除住宿费。

3

：生活补助：

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生中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享受人均1500元

/年的生活补助。学生可直接向就读学

校提出申请。 申请时需持居住地街道

（乡镇） 或法定监护人所在单位出具

的家庭贫困证明。 学校受理申请后按

程序进行评审、公示，并报相关部门审

核后实施资助。

4

：免学费

资助对象：

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

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

公办学校对学生个人

全免， 民办学校学生按同类公办免费

标准给予补助（补助最高不超过学生

个人应交费额）， 收费标准与补助之

间的差额由学生个人交纳。

5

：宏志班

资助对象：

成都户籍低保家庭或

低保边缘困难家庭； 中学曾被评校级

及以上“三好”学生或其他荣誉，综合

素质A等；中考升学成绩达本区（市）县当年

“宏志生”招生学校同批次录取要求（指标到

校生和高中在读学生不受此条件限制）；未受

其他资助。

资助标准：

学费、书本费免收；生活费一圈

层4000元∕学年·人， 二、 三圈层3500元∕学

年·人

6

：志远班

资助对象：

家庭经济困难、中考成绩超当

地省重点录取线，身体健康、具有独立生活能

力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资助标准：

免去高中三年学费，同时根据

成绩和综合表现还可获得最高4000元/学期的

奖学金；纳入武侯高级中学统一管理，三年后

在成都参加高考。

7

：希望班

:

资助对象：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中考成绩

超当地省重点录取线50分（如未举行中考，以

平时成绩为考察推荐）以上；身心健康、学习

能自主、行为能自律并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应

届初中毕业生。

资助标准：

全免费（学费、书本费、资料

费、保险费、校服费、床上用品费、住宿费

等）；在成都高新实验中学读完高中，在成

都参加高考； 每月的生活费根据每学期在

（市、区）调考成绩分三个等级以奖学金形

式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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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4号线一期

16座车站全部主体封顶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张舒 实习生 张雅

文）

昨日，记者从成都地铁获悉，随着长顺街

站第二仓最后一车混凝土的浇筑完成， 成都

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最后一个车站主体结构

顺利封顶， 目前该线路16座车站已经全部完

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今年10月前洞通，明年

底开通试运营。

据了解，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西起非遗博

览园站， 东至万年场站， 线路全长21.693公

里， 均为地下线。 预计于今年10月前实现洞

通，明年底开通试运营。

继圣灯西路(建设南支路北延线)建成后，成

都东郊记忆附近又一条“断头路”建设南路南

延线正式竣工通车， 标志着东郊记忆周边规划

路网已建成。记者从成华区交通市政局获悉，按

照交通先行原则， 今年上半年该区启动了人民

塘路、建设南路南延线、新成华大道龙潭段路面

改造等21个道路建设项目，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亿元，目前已有7个项目完工，为打造“现代城

东、宜人成华”奠定了基础。

昨日上午，记者沿建设南路来到“断头路”

位置，注意到这里临近东郊记忆、红枫岭小区以

及正在建设中的金色乐府小区，建设南路南延线

为双向4车道，已竣工正式通车。据了解，该项目

起于建设南路， 止于新成华大道杉板桥路东延

线，道路全长约400米，宽25-40米。“其实红枫岭

小区离新成华大道很近，只是原来中间没有路，必须

绕道才能过去。” 家住红枫岭小区的莫先生告诉记

者，“这条断头路打通后，现在驾车出行方便多了。”

“今年上半年，全区共启动道路建设项目21

个，完成总投资24亿元，目前已有7个项目完工，

其中东客站片区开工的新建道路最多。”成华区

交通市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成华区抓住

“北改”机遇，围绕打通断头路、消除梗阻点、加

密区域路网，全区路网密度已从4.7千米/平方公

里提升至5.9千米/平方公里。

记者沿新成华大道往龙潭方向行驶，看到

作为成华区“北改”项目之一的十里店五岔路

口改造工程已启动建设，新成华大道龙潭段路

面提升整治工程，经过紧张施工已完工。据悉，

新成华大道龙潭段是连接中心城区与成金青

快速通道的重要节点，今年2月成华区正式对其

实施路面改造。

刘建波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成人成才，像泡桐树一样茁壮成

长”，这是泡桐树小学的校训。在校长

陈杰看来， 若要以树来审视生命，“自

由”便是生命灵动的一种状态。而这正

是泡小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中注入

自由的精神元素。

2013年以来，学校先后设立了艺术

学院、文学院、外语学院、社会科学院、

未来学院六大学院共开设了72门校本

课程，每学期都由学生自愿选择，3-6年

级1800多名学生分散到各选修班学习，

体验“自由选择”带来的乐趣。

今年暑假， 泡小的孩子们也接到

一份特别的假期作业———和爸爸妈妈

们一起去旅行。 打破常规背或写的做

法， 这份特殊作业让孩子们真正在实

践中体会到自由的含义， 促进了思维

的发散。

谈到践行校训中的“自由教育”理

念，校长陈杰也有一段经历。近年来，出

于安全考虑， 许多学校都叫停了春游，

今年3月到了春游的时候， 陈杰也曾一

度犹豫。她的办法是走到孩子们中间做

了一个小调查，孩子们一听“春游”，都

显得特别激动。“没有什么比顺应孩子

的意见更具有说服力的了”，泡桐树小

学的春游事项于是提上了日程。

“当教育不能整齐划一成为共识

时， 个性的发挥便成为学校教育的生

态彰显，而生态的魂，是自由。”陈杰始

终认为，再没有比“自由”更能打动人

的身体和灵魂的词语， 释放孩子的个

性、天性和想象力，才能触及教育的本

质。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娅）

老城区土

地稀缺、建筑老旧、拆迁艰难，如何实现

城市有机更新、激发新的活力？昨日，青

羊区组织了一次非常特殊的区委中心

组专题学习（扩大）会议：参观考察红

星路35号、崇德里、明堂青年创意中心、

潇懿酒庄等文化产业化项目之后，与会

者和专家进行了一场思想激烈碰撞的

“头脑风暴”， 关于城市有机更新的新

思路、新观点不断迸发出来。

闲置厂房的开发利用变身成为超

现实的景观式建筑， 诞生了红星路35

号； 老旧建筑崇德里没有被夷为平地，

而是被创意点燃生命；原民盟成都社会

大学的大楼被重新打造，成为了创意青

年聚集的明堂青年创意中心；利用地面

上看不见的人防设施打造葡萄酒窖，潇

懿酒庄意外吸引了众多时尚人士……

对于参会者而言， 让他们深有感

触的还不单单是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

项目， 还有特邀参与的专家学者带来

的精彩点评。 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

栋认为， 这些文化项目颠覆了过去的

旧城改造模式。 因为在打造新的项目

中，都没有拆除原有建筑，崇德里甚至

还实现了和原有居民的 “共存”———

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大拆大建”，而是

通过文化的挖掘和提升， 让老旧建筑

焕发了新的活力， 甚至带来可观的效

益。 设计师王亥分享了崇德里的打造

理念和过程， 而对于老城区小资源的

盘活， 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怕

建筑不够老旧、面积不够小！”

在新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

老城区也有发展潜力； 旧城改造和城

市更新，并不只有“大拆大建、拆了再

建”一条路；项目选对了、主体选对了、

模式选对了，小资源、小项目同样有大

价值；老城区原有的工业气息、文化底

蕴得到保护和传承， 同样也能激发新

的活力；对于老城区来说，发展资源土

地不单是土地， 历史文化也是宝贵资

源……独到的见解、前沿的思想、新鲜

的观点、不同的理念在现场你来我往，

尽情释放。

最后，大家形成共识：在下一步的

城市更新中，青羊区应该抓好统筹，做

好科学规划，强化街道、部门协作；二

要摸清家底， 要对闲置和利用效率不

高的资源进行梳理， 在全区建立一个

可利用资源信息库，深入分析研究，推

动开发利用。 三是倡导全区上下要主

动作为，找资源、找办法、下工夫，用创

新的思维和办法推动城市更新。

寒门学子免学费还有生活补贴

2013年残疾人自强助学金共资助

残疾学生2106人，资助金额248.5万元。

资助对象：

困难残疾学生和困难

残疾人家庭学生子女。

资助标准：

1.学前教育机构内接受学前教育

康复的受助对象发放助学金标准每

人每年500元。

2.小学（包括特殊教育学校）就

读的受助对象，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

年500元。

3.中等学校在读受助对象（包括

普通教育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初

中、高中、职业中学、职业中专学生），

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1000元。

4.经全国普通高等学院招生考试

录取的在读大专 （含高职） 受助对

象，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

5.经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录取的大学本科在读受助对象，助学

金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

6.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并被录取的

全日制研究生，助学金标准为每人每

年5000元。

7.成都广播电视大学残疾人教育

学院专科、本科残疾学生助学金分别

按照1500元、2000元每年的标准执

行，资助年限为3年，另设立学院奖学

金， 用于奖励学院品学兼优学生，奖

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500元。

8.经全国成人高考进入成人高校

学习，以及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受助对象，凡审批当年修完全部课程

并取得国民教育学历者，依据学校学

费收据给予一次性学习费用补助。最

高补助标准为：大专（含高职）毕业每

人2500元，大学本科毕业每人3000元。

“职业教育券”可直接抵学费

低保家庭学生求职也有补贴

残疾人自强助学金

2014年春季开始实施“新市民大

学生培养计划”，采用“个人为主、政府

支持、学校减免、社会捐助、企业帮扶”

的办法对新市民学习资助进行补贴。市

教育局对正式注册后三年内取得毕业

证的新市民， 按照每人500元的标准进

行补助；成都电大对参加新市民大学生

培养计划的学员按照每人500元的标准

进行一次性学习费用减免；成都电大按

照新市民大学生源规模的5％设立奖学

金，对学习成绩优秀的毕业学员，按照

每人500元/次进行奖励。

新市民大学生培养计划

打通“断头路”

建设南路南延线竣工通车

成华区上半年启动道路建设项目21个，完成投资24亿元

泡桐树小学校训让学生践行自由

72门课程自由选

旅行也能当作业

“泡桐树并非名贵树种，但就像

许许多多平凡的树一样，都有自己独

特的姿态和各自的生命传奇”。 在校

长陈杰看来， 若要以树来审视生命，

“自由”便是生命灵动的一种状态。而

这正是泡小的精神———在学校教育

中注入自由的精神元素。

青羊探讨老城区有机更新

小资源小项目同样有价值

成都购物节·时尚锦江季

超女王梓蝶变后首次亮相

成人成才，

像泡桐树一样茁壮成长

建渣堵通道

如此防贼？

满满一卡车的建筑垃圾，堵住了金牛区文华路

20号院1栋与2栋之间的通道。让人惊讶的是，建渣

居然是小区居民自己花钱买来的，目的是：防贼。

门卫赖女士说，小区出口多，去年屡屡发生电瓶

车被盗事件。1栋居民兰婆婆说， 今年5月，1栋90户居

民买来建渣倒在通道上，“倒上建渣后， 那边的人过

不来，治安情况好多了。”兰婆婆说，最早1栋和2、3、4

栋并非一个小区，1、2栋之间有一道墙，后来院落改

造时把墙推了，堆“建渣墙”纯属无奈之举。对此，3

栋居民朱永安却予以否认，“2、3、4栋和1栋之前就

是一个小区，1、2栋之间最早并没有墙。”朱永安说，

2、3、4栋的居民不同意1栋堆放“建渣墙”。“堆那么

多建渣，消防车怎么过？而且也不卫生。”白果林社

区副书记代敏说，目前，社区已成立专门的工作

小组，协调处理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文华路

20

号院

1

栋

90

户居民凑钱买建渣倒在通道上，目的是防盗 摄影 刘海韵

“拍拍动”使用方法：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

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 下载安

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

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

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