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下载成都商报客

户端，点击“成都”频道，进入“高

校招生直通车”专题，点进文章，

阅读活动说明，拉到底，进入“点

我提问”，填入信息后提问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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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从10

月1日起， 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

0.75%，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

过0.5%，预计每年将给企业减负约270亿元

■会议通过 《“互联网＋” 行动指导意

见》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

（草案）》，草案删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

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

这

样

领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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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阵雨转多云 23~31℃ 偏北风1~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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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五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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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未来20年”大型公益演讲第十八场本周日开讲

拨86613333-1�提问俞敏洪

励志导师、学者、教育企业家，三次复读考上北大，迫于生计却又被

北大开除，发现商机开始创业，几经波折公司在美国上市，面对俞敏洪的

种种传奇经历和个人魅力，相信读者们有太多问题想问他了

今起，读者可以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向俞敏洪提出你

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你的问题够精彩，虽然你人不在现场，但我们可以在

现场专访环节，将你的问题带给俞敏洪，或许他就当场回答了

主讲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俞敏洪

演讲主题：拥抱最好的时代

演讲时间：

6

月

28

日上午

9

：

30

演讲地点：成都七中初中学校音乐厅（成都市高新区天环街

199

号）

学校不能提供停车

位， 校园周边仅天长路、

天环街、天久北巷有部分

车位，请听演讲的读者尽

量选择公交、出租等公共

交通前往，可乘坐

6

路、

55

路、

102

路、

153

路、

184

路，

在濯锦北路站下车

“我看未来20年”大型公益演讲第十八场

在成都商报客户端成功抢

票的， 今日上午

10

点到下午

6

点、 明日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

带上本人身份证（如需代领，请

携带抢票成功者有效身份证件

和本人身份证），到红星路二段

159

号成都传媒大厦

10

楼

1004

室领票，逾时未领视为弃权

特

别

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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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关

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

草案规定， 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

举或者决定任命、“一府两院”任命

的国家工作人员， 正式就职时公开

向宪法宣誓。 同时提出所有宣誓人

员适用统一的65字誓词。

据介绍， 在决定草案起草过程

中， 有人建议是否将全部公务员都

纳入宪法宣誓制度的适用范围，对

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

武说， 按照现行公务员法的适用范

围， 公务员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工

作人员， 还包括党的机关、 政协机

关、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机关的工

作人员， 这些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

性质、 承担任务特别是履行职责等

方面有显著差别， 全部纳入或者部

分纳入适用人员范围都有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目前以暂不

将全部公务员纳入为宜。

韩晓武介绍， 宪法宣誓制度的

适用对象， 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

各级各类国家工作人员，种类繁多、

情况复杂。

为此草案规定了组织宣誓活动

的三种情形： 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

人员的宣誓仪式，根据不同情况，分

别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

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等

负责组织；第二，国务院及其所属机

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宣誓仪式，

由任命的机关组织；第三，地方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

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所属机构、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其宣誓

仪式具体组织办法由省级人大常委

会参照决定草案制定。

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规定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

就职应公开向宪法宣誓

10月1日起降低

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

“医闹”

情节严重将入罪

对收买被拐卖儿童，对被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

对其进行解救的，草案二审稿拟将现行刑法的“可以不追究刑

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

收买被拐儿童拟追刑责

04� 06

校车客车

严重超员将入刑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从五桂桥车站到茶店子车站，再到清水河公园，最后在青羊区某宾

馆外，一名从西双版纳来到成都的毒贩与另一名男子交易麻古时，成都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们迅速冲上前去，将两人按倒。现场从毒贩身上

搜出麻古600多颗，之后又在其所住的宾馆内，搜出麻古3400多颗

6·26禁毒日特别报道

全程直击

抓捕毒贩

成都商报记者跟随缉毒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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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

勇 华露艳）

昨日，省政协主席柯

尊平率专题调研组来蓉调研天府

新区规划建设情况， 了解成都市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

情况， 并就如何更好发挥政协作

用、助推“四个全面”听取意见建

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

市政协主席唐川平陪同调研。

上午， 柯尊平一行来到成都

天府新区， 实地考察了在建的国

际展览展示中心、成都科学城、兴

隆湖等重大项目。 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的建设景象， 在保证质量和

安全的前提下， 每个项目都在倒

排时间工期，争取早见骨架、早出

实物。 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

况后， 柯尊平对成都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 希望加快把天府新区

建成以现代制造业为主、 高端服

务业集聚、 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

化现代新区。

下午，在成都市政协机关召

开的专题调研会上，柯尊平听取

了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受省委

常委、 市委书记黄新初委托，市

委副书记李昆学作了“中共成都

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

情况”的汇报。唐川平主持座谈

会，并从党委高度重视、政协工

作保障有力， 紧扣中心大局、切

实履行政协职能， 致力改革创

新、不断改进履职方式，着力强

基固本、 整体推进自身建设，以

及今后努力方向等方面汇报了

成都市政协工作。 锦江区委、双

流县委就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

进行了汇报。市委统战部、市政

府办公厅有关领导和市政协委

员代表等作了讨论发言。

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柯尊

平说，近年来，成都市在省委、省

政府坚强领导下，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的严峻形势，深入实施“改

革创新、 转型升级” 总体战略和

“五大兴市战略”，坚定信心、主动

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继

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市、区

（市） 县两级党委加强对政协工

作的领导， 政府及有关部门大力

支持，政协履职质效不断提升，政

协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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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35年来， 通过侯成的手制作成功的零件至少有10万件， 空客

A320、波音757等飞机上都有他的“手艺”

■侯成制作的零件误差可控制在0.008毫米内， 仅是头发丝直径

的十分之一，而普通零件公差在0.02毫米之内就算达标

■一套以侯成的名字命名的车刀工具， 不仅应用于飞机制造领

域，作为全国首例更是被推广应用

更好发挥政协作用

协力推进“四个全面”

柯尊平率专题调研组来蓉调研

黄新初唐川平陪同

制

图

王

雪

中航工业成飞系统件厂数车工段副工长侯成：

首架歼10

200多零件出自他的手

19

怎么填志愿

请看成都商报客户端

高校招生负责人给你建议

成都商报昨日报道了15岁的袁婷因再生障碍性贫血入院后，输冷

冻血小板产生过敏反应，急盼“热血”救命

成都军区总医院输血科的电话昨天至少响了50次，袁婷妈妈的手

机接了20多个电话，15个好心人赶到医院愿意慷慨献血

“如果你考进了名牌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别人！如果你考进

或考不进大学，都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你一定有自己的机会的”

12

20

马云致高考失意考生

请用欣赏的眼光

看看自己

15好心人赶赴医院

愿慷慨献“热血”

少女病倒 盼望“一腔热血”

抓捕现场 摄影记者 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