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成都农博会：

食品有了“身份证”

成都商报讯

今年12月11日-14日，第

二届成都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暨农业科技

成果展示交易会上， 众多农业科技成果将

集中亮相展出。

都市离农场有多远？ 有时只是一个

二维码的距离。 距离第二届农博会开幕

还有近2个月，成都曙光光纤网络有限公

司已确定参展， 带来其建设运营的四川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当你在超市选购食品时， 如果该食

品加入了追溯系统， 它将拥有一张独一

无二的“电子身份证”———印在包装上

的二维码。掏出手机，对着二维码一扫，

就能查询到食品的生产、加工、仓储、物

流等信息。“这就是农业科技的力量。”

成都曙光光纤网络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目前，四川已有400多家企业入驻了

该追溯系统，产品类别包括蔬菜、农业精

深加工品、茶叶、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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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由“西进桥头堡”

神龙公司执行副总裁穆浩然在昨日的奠

基仪式上表示， 神龙在蓉布局第四工厂既有

进一步释放产能的内在需求， 也缘于与成都

友好的合作关系。

穆浩然介绍说， 近年来神龙公司整车产

销量逐年攀升，2012年产销超过44万辆，2013

年突破55万辆，2014年有望突破70万辆。而神

龙公司现有的武汉三大整车工厂总产能仅为

60万辆，“产能提升，迫在眉睫。”神龙公司设

定了渐进的发展目标：2017年销量突破100万

辆，2020年挑战150万辆。 成都第四工厂的建

设，将为神龙公司进军“百万辆级车企”夯实

坚实的基础。

神龙公司总经理邱现东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更是直言，第四工厂落地成都，既是神龙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举措，也是

相中成都“西进桥头堡”的战略地位。邱现东

告诉记者，作为国家西部中心城市，成都对西

部市场的发展和开拓具有良好的辐射带动作

用；而且，四川是神龙公司双品牌东风雪铁龙

和东风标致的传统优势市场，整车厂的入驻将

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区域市场比较优势。

神龙公司第四工厂作为东风和标致雪铁龙集

团首家布局西部的整车工厂，在进一步带动成

都汽车零部件企业技术进步和规模提升，促

进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无疑，第四工厂

将成为神龙公司“战略西进”的桥头堡。

如何建设 “全球绿色标杆”

按规划， 神龙公司第四工厂总投资123亿

元， 总设计产能为36万辆/年，2016年底投产，

将主要生产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和东风三个

品牌车型；车型与欧洲同步开发，同步投放；以

高端SUV、MPV为主，同步规划新能源产品。

邱现东介绍，神龙公司第四工厂将导入和

广泛采用全球汽车生产制造技术最新成果，全

力将第四工厂建设成为“全球新一代绿色标

杆工厂”。 据悉， 各制造工艺广泛采用机器

人，焊接自动化率达100%，涂装车身内喷和

外喷实现全自动化；将引入高速压机生产线，

生产效率能提高60%； 全面导入集配式生产

模式， 总装将实现95%以上零件的集配……

神龙公司第四工厂冲压生产线将采用全封闭

生产线，总装100%采用摩擦输送技术，安全、

降噪； 涂装生产线将集成免中涂和绿色前处

理先进技术，并采用水性环保漆，减少VOC

气体和重金属排放，安全，节能，环保；将导入

全球技术领先的干式喷漆室， 在实现无危险

固废排放的同时， 实现VOC气体排放降低

40%，能源消耗降低40%。而同步规划建设中

水回用工程， 将全面实现第四工厂工业污水

零排放。

展望未来 零配件本地化

神龙公司在第四工厂建设的同时， 将同

步规划“供应商工业园”，以实现同步生产、

同步供货，实现技术、质量、成本和交货期的

完美协同。“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大约20

余家供应商将来到供应商工业园， 而神龙也

将致力于培育本土的配套企业。” 邱现东告

诉记者， 预计未来神龙第四工厂的零配件本

地化率将超过七成。

日前， 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批复四川天府

新区的文件，成都龙泉驿区正在其中，这对于

刚刚奠基动工的神龙公司又有何意义呢？

“龙泉驿的汽车产业本来就很好， 现在又成

为了国家级新区， 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利

好消息。”邱现东告诉记者，天府新区的批复

有利于神龙吸引更多的供应商来蓉，“享受

新区的政策，相信神龙汽车会发展得更好。”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摄影记者 王效

在人们享受城市

生活的便利多

彩、 欣赏着无所

不在的大众流行

文化时，品类繁

多的民间文化艺术正在衰弱甚至消失。

与其他部委的类似评选活动相比，

文化部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

审命名几乎算是“零含金量”，获得命名

的地区并不能获得实际的扶持资金或政

策，仅仅是挂上一块招牌而已。但即便如

此，各地政府仍积极申报。成都市成华区

参加了最新一轮的评审命名， 申报的项

目是彩塑。成华区的彩塑有上千年历史，

兴盛于清朝，与天津“泥人张”齐名，有

“南蔡北张”之说。如今在成华区的所有

街道和80%的社区， 都能看到政府设立

的“彩塑坊”活动室。成华区委副书记、

区长张孝军说，建设“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有助于提升城市美誉度和文化影响

力， 有助于提升基层文化设施的吸引力

和利用率，有助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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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百花还能绽放多久

天府新区刚升级 神龙汽车来奠基

“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零配件供应商前来落户，有助于神龙第四工厂配件的本地化”

■总投资：

123亿元

■总设计产能：

36万辆/年

■投产时间：

2016年底

问道天府新区 探寻新机遇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汪玲）

国务院日前批

复同意设立四川天府新区。天府新区升格后，

企业在壮大发展、 投资决策上将面临哪些契

机？居民在居住环境、事业发展上能有哪些期

待？新区发展上有怎样的规划？正酝酿哪些

新机遇？

10月21日（下周二）， 成都商报将举办

“问道天府新区·探寻发展新机遇” 研讨会，

集合专家学者、大型公司负责人、地产大佬、

天府新区内区县市相关负责人， 详解天府新

区升级国家级新区将为我们带来的发展新机

遇，纵论新区的美好未来。敬请关注！

一所中学，办学历史长达2000多年，且校

址从未变动， 在全国， 这样的中学只有一

所———石室中学。

“文翁石室”始建于公元前141年。时任

蜀郡太守文翁为改变 “蜀地僻陋有蛮夷之

风”的状况，即在石室中学所在地创办了蜀

郡郡学，因校舍用汉白玉、花岗石建造，后人

便称之为“文翁石室”。两千多年来，学校屡

经战乱、历遇火灾，名称曾多次更改，教育制

度多有变化，但校址却从未变动。

今年是石室中学建校2155周年，2155年

来，“文翁化蜀”与“李冰治水”一样受到千

古称颂。历史上，郭沫若、曾琦、王光祈、周太

玄、贺麟等先后就读于此；一代名师刘豫波、

何其芳、曹葆华等曾掌教于此。而如今，石室

中学仍然是省内学子争相报读的名校。

一所中学何以千年仍然屹立？ 现任校长

田间用“爱国利民、因时应事、整齐严肃、德

达材实”16字校训来解码这个问题，他说，这

些校训至今仍在践行， 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

校园文化，无人能超越。

走进石室中学， 古朴典雅的校门上方是

清代嘉庆年间四川总督蒋攸铦亲笔所书的

“文翁石室”牌匾，校门旁的石头上刻着“整

齐严肃”四个大字。田间说，1934年，学校提

出“整齐严肃”四字为校训，要求学生“淬厉

精神，严遵规定，毋稍逾越，俾养就刚健质朴

之风”，从而培养出“德达材实”的中流砥柱

人才。之后，又提出学校应“因时应事”“爱

国利民”，与社会共呼吸，与时代同发展。

爱国利民、因时应事不只是一种精神追

求，更外化为师生的行动实践。在近代中国

救亡运动中， 这所学校成为民主运动的堡

垒，涌现出周太玄、李鹤龄、李季伟等一批爱

国青年。

“此外，注重生活与社会实践，一直是学

校的传统。”田间说，早在文翁执掌石室时，就

常带着弟子出巡，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德才。

随着历史的变迁， 学校不断适应新时代对教

育的新要求， 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 学校

“以生活教育为支撑点”、“以生命教育为增

长点”，大力发展学校社团、不断创新课程体

系、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让石室学子在人生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在大学中，很多

石室毕业学子自主成立社团；毕业后，很多石

室学子喜欢进行自主创业， 在多个行业进行

自己的业务创新与实践。这些都源自校训“因

时应事”的影响，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进退。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四七九”三校从此都拥有蕴含历史印记的校名

昨日，成都七中正式加挂“成都中学”

的校名，从此又多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昨日上午， 成都七中林荫街校区门

前，“成都七中”校名下面，挂上了“成都

中学”四个字。也就是说，成都七中在拥有

原本校名的同时，还将附有“成都中学”

这一校名。至此，广为市民所熟知的“四七

九”三所成都市知名的普通高中，除了拥

有“数字校名”之外，也都分别拥有了蕴

含历史印记的学校 “符号”———石室中

学、成都中学、树德中学。

据成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

都七中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就有成都县

立中学的名字。 这次加挂成都中学校名，

是恢复其历史传承。而加挂成都中学的校

名之后，成都七中仍为使用校名，学校的

隶属关系、建制级别、管理体制及经费拨

付渠道等都将保持不变。

仍叫七中

级别、管理、经费不变

昨日上午9点， 成都七中举行了加挂

成都中学校名的仪式。在成都七中林荫街

校区大门前，被市民们所熟悉的成都七中

校名牌子下方， 罩着一块喜气的红帘。红

帘揭开，是四个金色大字，成都中学。新的

校牌“成都中学”的字体与成都七中校名

的字体一致， 据成都七中相关负责人称，

两个校名均是李岚清的字。

致辞中， 成都七中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一代又一代七中人的不懈努力下，成都

七中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成都教育名片。

加挂成都中学的校名，既是社会各界对学

校近年来已经具有的办学品质的高度赞

赏和一致认同，也是对成都七中源自“成

都县立中学”的情感回归，更是全社会寄

予成都七中在未来全面、高效发展，持续

引领成都基础教育的期许。

而加挂了这一校名后，成都七中人以

此为契机，更能继续发扬勇于拼搏，求实

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都七中也将发

挥示范和辐射作用， 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过，成都七中仍为

使用校名，学校的隶属关系、建制级别、管

理体制及经费拨付渠道等都不变。

历史传承

曾叫成都县立中学

成都七中为何加挂“成都中学”的校

名？成都市教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

1907年，当时的成都七中就被命名为成都

县立中学，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

被更名为成都市第七中学。

其实，成都市的“四七九”三校，都

是有悠久历史的老牌名校。 新中国成立

后，依照教育体制的一系列革新，三校均

改成了“数字校名”，四中、七中和九中。

“但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站在历

史的起点向上发展”， 该负责人表示，学

校一代一代育人，需要传承历史符号，文

化传统。因而在之后的发展中，四中与九

中分别恢复了校名石室中学、树德中学。

成都七中这一次加挂成都中学的校名，

也是延续历史印记， 站在最初的起点上

发展与沉淀。

“直到现在，许多老成都还记得成都

县立中学这个校名”， 成都七中相关负责

人称，每一位从七中走出去的七中人都有

浓浓的七中情结，“这不仅是一所学校，同

时也是七中人的一段人生历程”。 所以重

新加挂这一校名， 是对七中历史传承、人

文底蕴的一次回归，同时也是学校持续发

展革新的一次契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鲍泰良

著名动物学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学

会副秘书长赵尔宓、我国燃烧驱动的氟化

氢化学激光器的创始人之一沙国河、北京

大学经济系创始人胡代光……这些星光

熠熠大师，都有同一所母校：成都树德中

学。1929年， 这所学校由时任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创办，到上世纪40

年代已成为全国办得最好的六所私立学

校之一，《大公报》称赞“北有南开，西有

树德”。

当年，孙震在华阳县何家湾创办树德

义务小学。1937年秋，学校增设高中，并成

立校董事会, 树德中学成为男女兼收、初

中高中兼备的完整中学。1952年， 学校改

为公办学校，定名成都市第九中学，并随

即确定为四川省首批省重点中学，继而又

被确定为归国华侨子女就读学校及高级

干部子女就读学校。1989年， 又恢复了树

德中学的校名。

相比其它学校，“树德”二字，既是学

校的名称，也是它的精神内核。建校初期，

孙震先生便提出“忠”“勇”“勤”的校箴，

要求教育学生“四忠”(忠于国家，忠于民

族，忠于社会，忠于职业)，“三勇”(平时勇

于为善， 临时勇于负责， 临敌勇于求胜)，

“四勤”(勤于修身，勤于求学，勤于治事，

勤于助人)。教育家吴照华先生担任树德中

学的第一任校首时，力推“树德树人”的办

学宗旨，对学科教学、身体锻炼、操行考核

等丝毫不懈怠，由此形成了树德“好学、简

朴、强身”的优良校风。

今天，树德中学已形成“一校三区”的

格局。但更与时俱进的是，它对“树德树

人，卓育英才”教育思想的诠释从未停止。

2010年，树德中学启动“英才计划”，这是

一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大胆探索， 对在

语言文学、艺术体育、科技创新、组织领导

等某一领域具有浓厚兴趣和突出潜能的学

生，实施早期的专门培养。

“入选的学生能享受‘免课’在内的

优待。”树德中学校长陈东永表示，为了给

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探究权利， 学生每周可

有半天“翘课”，“如果他在某一领域成绩

突出，还可以免修个别学科，甚至可以免除

部分学科的日常测试。” 同时，“英才计

划”学生还施行双导师制，大学教师与校

内教师共同指导，若在高中展开课题研究，

学校给予经费和设备的支持。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几乎每一位路过成都七中的家长，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这所校园中度过高中

生涯。那不仅仅是因为成绩的保障，更是因

为这所学校在育人过程中所能带给学生的

全面发展， 以及其文化内涵所带给学生的

启蒙成长。 这所已有109年历史的老牌名

校，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沉淀后，形成了

“启迪有方，治学严谨”的办学传统和“人

文滋养，个性成长”的办学特色。如此的教

育氛围下，9位院士曾从这里走出， 更有一

大批杰出人才是这里所培养。

成都七中始建于1905年， 那时的墨池

书院与芙蓉书院合并， 改制为成都县立高

等小学，到1907年更名为成都县立中学。这

就是早期的成都七中。1952年，成都县立中

学正式更名为成都市第七中学校。 而在

2000年， 这所百年老校就成为了首批国家

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并被教育部确定为首

批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建设项目样板学校。

启迪有方，让七中人灵活思辨，举一反

三；治学严谨，让七中人一丝不苟，踏实奋

进。就是在这样的传承之下，张兴栋等9位

院士从这里走出；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

SASTRA拉马努金奖获得者张伟、“唐爽-

崔瑟豪斯”理论提出者唐爽等有建树的杰

出人才，都毕业于七中。

在这所百年老校的传承中，除了育人，

还有责任。它承担起了革新教育方式、起示

范辐射作用以及共享教育资源等责任。

2000年成都七中网校推出， 从2002年起通

过卫星， 上课实况被直播到全国6省市的

759所高中，各地学生同步上课、同步作业、

同步考试，真正实现了“异地同堂”。目前，

这种“远程直播课”已成为成都教育信息

化的一张名片，有力助推教育均衡。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七中多了一个名字

我们重拾一段历史

“成都中学”

成都七中

9名院士从这里走出

上课全国实况直播

■人文滋养，个性成长

石室中学

校址2000多年没变

古代就有“社会实践”

■整齐严肃、德达材实

树德中学

启动“英才计划”

每周可翘课半天

■树德树人、卓育英才

远去的

数字校名

1952年

数字

成都有

40

所以数

字为校名的中学。按照

顺序，从成都第一中学

校，到成都第四十初级

中学校。

上世纪80年代

回归原名

随着教育的发展，

中学开始重视自身品

牌建设。

1983

年， 四中

用 回 了 以 前 的 校

名———石室中学 。

1988

年，九中更名为树德中

学。五中则改名为列五

中学，十三中改名为华

西中学。

近几年来

抱团取名

十六中改为石室

锦城外国语学校；十四

中改名为石室联中蜀

华分校；二十四中改名

为树德实验中学东区；

二十八中改名为树德

协进中学。 三十三中、

四十六中被分别挂上

了

8

中

(

北区

)

和师大外

国语学校的牌子。五十

中被十二中合校。

1938

年树德中学篮球队与国家队比赛古代的文翁石室，石室中学的前身

50

年代的七中校园

神龙公司执行副总裁穆浩然接受采访

旨在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化现代新区”的四川

天府新区，昨日再迎来一位重要的“新伙伴”———神龙汽车有限公

司第四工厂昨日在成都龙泉驿区奠基动工。

在神龙公司总经理邱现东看来，神龙第四工厂落户的龙泉驿区

成为国家级新区的一部分， 对神龙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零配件供应商前来落户，有助于神龙第四工

厂配件的本地化。”

10

月

16

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奠基仪式现场

15

日，成都

7

中老教师在新校牌前合影留念

神龙公司总经理邱现东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