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臂考生

院校招生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新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麻将高科技合作1532808088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保洁服务
●100元洗空调送保洁86659980
●30元做保洁送洗空调86678226
●单位公司，低价保洁84414889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玉龙87326666低86259642空调

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餐饮宾馆13880287135
●高价一切二手货134384899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豪运办照资质升级86531377
●代办执照,做帐,审计64555065
●执照资质承装修试86664773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457778疏管低抽粪84553337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事
●四川省天宇盛劳务集团有限公
司发票:00103912遗失作废
●四川美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专用章5101040011728及公章
5101040011727遗失作废。

●马蓉华（5101031953021109
67）购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
有限公司西岸观邸6栋1单元1403
号购房款N0001715遗失作废
●高新区卓雅百货店地税正副本
510113198001295386A1遗失作废
●成都市地方税务局于2007年9月
5日核发给成都市青羊区世春日杂
经营部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510105L18669645遗失作废。
●万鹏（父亲：万学飞，母亲：秦
蝶）出生医学证明M510368785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身份证遗失
●陈芳红612327197312281125失

房屋租售
●租/售★航空港1-3层独栋商铺
2600㎡实用4100㎡.13032828088

土地转让
●★★农场转让18908030785
●5百亩农场低价租13982088680
●天府大道南延线4公里处300
亩苗圃转让/联营13908022252

酒楼·茶楼转让
●茶楼16万超低转13808088772

●华阳大型农家乐转让85638972
●1200平火锅茶楼13558537722
●带停车场酒店转13980831698
●转玉沙优质茶楼13808005875

餐馆转让
●多处好口岸火锅转让宜公
司整体收购包装13730810676
●犀浦农家乐低租15881088006
●转盈利火锅店18081122181
●财大180平有坝子13350071039
●龙泉火锅旺铺转15881094888
●东门中餐旺铺1600平米转让
13568511777

●洞子口火锅旺铺急转67611111
●通锦路中餐183平18382087876
●沙湾庭院式餐饮13608180807
●营门口旺餐400平13808068937
●转西门264旺餐18030543885
●转菜市50平旺餐18030543885
●迎宾大道中餐转15281485140
●星辉中路百平转13684048117
●旺铺联营或转让13980502989

店铺
●总府路90平铺租18081930204
●亏售商铺急用钱13658098582
●锣锅巷265平临街13808099338
●西一环厂库出租13880078668
●丽都路商铺转让15828286894
●转顺城大街旺铺15828286894
●租二楼商铺850平13350094982

厂房租售

●邛崃鑫和工业园22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出租电话：13882157830
●成温路厂房出租13709007865
●全新标准厂出租13808013982

●西航港厂房出租18040329020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双流食品厂转让15928161528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郫县厂库房出租18080882350

招商
●盛迪贝电暖全国招商87033037
●环保洗衣球全国招商87033037
●★★雅安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
寻合作或转让13881618588★★
●项目寻招商合作1388187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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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汪玲）

高考放

榜了，拿到分数的考生们，现阶段最

大的难题便是志愿填报了。成都商报

APP今日起将再次推出“高校招生直

通车”栏目，邀请一批高校招生负责

人以及志愿填报专家为考生们一对

一解读志愿问题。

今明两日每天10点开始

高校招生负责人和你聊

高考后，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13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坐镇成都商

报APP回答考生们的提问。 几天的时

间，上千名考生获得了高校招办主任

们的一对一指导。

贴心的服务，赢得了考生和家长

的赞许。 应考生和家长们的要求，今

日， 成都商报APP的“高校招生直通

车”栏目将再次上线，继续邀请多位

高校招生负责人分时段坐镇成都商报

APP，为考生们一对一解答问题。

这一批上线坐镇的高校将是上

一批未参加活动的高校，以独立院校

居多。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西南财经

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成都信息工

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等热门的

独立学院都会一一上线。此外，近期

也是艺体类考生志愿咨询的高峰期，

记者也专门邀请了成都体育学院的

招生负责人坐镇本报APP。

今年， 二三本批次合并录取，这

些高校的志愿该怎么填报？ 多少分能

上？今明两日，每天的10点钟开始，请

登录成都商报APP， 每所高校招生负

责人将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接受咨询。

特设专家免费咨询时段

填志愿的宏观问题不妨问他

此外，考虑到很多家长在志愿填

报上都存在疑惑和选择难题， 此次

“高校招生直通车”还邀请到了成都

远播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中心的专家

为考生们服务，一对一解答志愿填报

的问题。

如何利用高考成绩合理规划志

愿呢？哪些专业是未来的热门专业？出

川还是留川？ 这些可能单个高校无法

解答的问题，就留待专家为你详解吧。

据远播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中心专

家崔小巍介绍， 考生们在填报志愿时，

往往会比对自己的分数和省控线的分

差，但今年二三本合并，划定的二本线

实际类似原来的三本线，所以上二本线

的考生，不要以为自己的分数和二本线

的分差较多就以为占优势了。填志愿还

得参考学校往年录取的平均分以及考

生自己在全省的排位。

流动服务车到路口

为电动自行车上牌

从7月1日起， 我市将依法对

无牌无证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

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和处

罚。根据《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

条例》规定，驾驶未经依法登记

上牌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路面执勤民警将对驾驶人处以50

元罚款， 并责令其不得继续上道

路行驶；对于不当场缴纳罚款的，

将暂扣其电动自行车。目前，电动

自行车集中登记上牌工作已经接

近尾声，截至6月23日，全市电动

自行车累计上牌276万辆。

昨日上午10时许， 市民老于

骑电动自行车行驶到二环路建设

路口。“师傅，你的电动自行车还

没有上牌哦？6月30日集中上牌就

结束了，7月1日开始未上牌的电

动自行车就不能上路骑了。”交

警上前提示， 交管部门已经把流

动服务车开到了路口， 方便过往

的市民上牌。

“听警察说了我马上就上！”

老于一边推着电动自行车往流动

服务车上牌点走，一边说，他之前

一直在省外跑业务， 几天前才回

成都，“上牌肯定要支持，只有好

处没有坏处！”老于说，上了牌，

电动自行车一旦遗失， 找回的希

望要大得多，“有了牌照，骑电动

车的人也要规矩些， 撞了人就跑

不脱了。”

几分钟后， 小王也推着电动

自行车来到流动服务车上牌点。

“本来是打算到前面的上牌点去

的，结果路口就有流动服务车，还

少走了一段路。”签署了“电动自

行车来历承诺书”之后，小王笑着

说。据悉，昨日交管部门共出动7

辆流动服务车在人流量集中的地

方开展电动自行车上牌服务。交

警五分局民警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集中登记上牌将于6月30日结

束， 近日各上牌点迎来了上牌高

峰， 一个上牌点日均上牌数就在

130个左右， 相比之前20~60个的

上牌量增加不少。交警提醒，上午

9点~11点，下午5点~7点是上牌高

峰时段，建议市民错峰上牌。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美国领事馆发表声明

申请人可正常预约签证面试

两周前美国签证系统出现技

术故障对本月赴美出游的旅客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 昨日记者在美

国领事馆的官网上看到， 美国领

事馆发表声明称， 影响美国签发

签证的系统问题已经解决， 所有

申请人可以正常预约签证面试。

不过该声明称， 美国国务院领事

事务局仍然面临海外护照系统的

技术问题。 该问题不针对任何国

家。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今起打开

成都商报客户端

高校招生负责人给你建议

10:00~11:00

成都体育学院

11:00~12:00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14:00~15:00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15:00~16:0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16:00~17:00

成都远播高考志愿

填报指导中心专家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

昨日，

中国铁路客服中心官网即12306网站

发布了 《关于公布新车票式样的公

告》，新车票自今日起试用，今日至7

月31日为新旧车票并存过渡期，8月1

日起全部使用新车票。

根据公布的票样，此次新版火车

票的票面只进行微调，新车票在始发

站和到达站的站名后均标注上了

“站”字。原来位于票面右上角的售

票车站信息被调整至车票最下方21

位售票码的右边，原来位于票面二维

码左边的候车检票位置信息则调整

到了票面右上角。

同时，乘车人身份证号和姓名并

排标注，车票正面还标注了“买票请

到12306，发货请到95306”字样。

据介绍， 今日起至7月31日是

新旧车票的并存过渡期，这也意味

着新、 旧版车票均可进站乘车。记

者发现，虽然车票有所变化，但对

于乘车人来讲并没有影响，只需按

照以往车票使用方式进站、 候车、

乘车即可。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6月

23日晚8时至24日凌晨4时，凉山越西

县局部地区突发特大暴雨灾害天气，

据初步统计， 截至昨日下午， 失踪1

人，死亡1人，受伤人员已送到县人民

医院进行救治，其他灾情在进一步核

实中。

23日晚20时至24日8时，内江市

市中区、 东兴区和资中县出现区域

性暴雨天气， 最大雨量达229.8毫

米。受此影响，部分乡镇低洼地带出

现积水，其中国道321线东兴区胜利

镇路段150米路面积水深至腰部。昨

日凌晨3时许，一辆轿车在途经该路

段时未注意路面积水，冲至深水区，

致使车内两人被困。 消防人员赶到

后，才将两人解救出来。此外，在资

中县银山镇岗石村， 一名妇女还被

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在河中一棵树

上， 直到昨晨6时许被群众发现后，

才由消防官兵将她解救上岸。 据内

江市应急办消息，截至昨日15时，此

次降雨导致内江19个乡镇、3.98万

人受灾，倒塌房屋10间，直接经济损

失2697.7万元。

24日上午10时22分，四川四姑娘

山景区发布消息，映秀至耿达段因邓

家大院段、羊子岩段、原紫荆隧道等

路段河水上涨，河水漫过路面，暂时

不能通过。“请过往的朋友相互转告，

预计两天以后恢复通车。”

近几日以来， 巴中市连降暴雨，

多地降雨量超过250毫米， 通江、平

昌、 南江等县城的部分地势低洼地

区，出现积水情况。其中受灾严重的

通江县瓦室镇降雨量达到了327.6毫

米，电力系统遭到洪水破坏，全镇停

水停电，几户农户饲养的50多头猪被

冲走。

陈诚 张宇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姚永忠 周子铭 王明平

志愿怎么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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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高考结束后，攀枝花无臂考生彭

超备受各界关注。20岁的彭超是攀枝

花的高三学生，幼时不幸触电失去双

臂。今年高考，彭超用脚执笔，交出603

分的成绩。（成都商报曾多次报道）

昨日，四川高考提前批志愿填报

结束。从昨日中午开始，彭超翻看资

料，纠结了3个小时，始终没有选到合

适自己的大学及专业，他决定放弃走

提前批院校。不过，彭超还是填报了

清华大学的电子信息类（定向物院）

专业。“这个志愿不现实，所以象征性

地填了一个。”彭超坦言，他决定安心

填报本科第一批志愿。今日，彭超将

到成都请教招生专家， 听取有关建

议，再决定报考的具体院校及专业。

彭超的励志事迹，也感动了许多

人。最近，有不少热心人给彭超的父

亲彭昌富打来电话，表示都被彭超的

精神感动，有北京、成都等地好心人

士愿意资助彭超上大学。“这段时间，

已经接到多个电话了，目前还没有款

项到账。”彭昌富介绍，根据目前的情

况来看，彭昌的大学费用应该不成问

题。“不过，也有个别不法分子，打来

诈骗电话，还主动提供银行卡号。”彭

昌富表示， 他知道这可能是诈骗电

话，根本就没理会。

昨日，彭昌富还在微博上发现，

有人冒用他的头像， 以他的口吻发

微博募捐。 对此， 彭超十分气愤，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骗子。”彭超

表示，23日晚，新浪官方为他开通了

一个账号， 目前他使用的唯一账号

为“最天使的光芒”。到昨晚，彭超

只发了5条微博，粉丝已经增长到了

3000多，还在持续快速增长。

同时，彭超和父亲担心有人会冒

用彭超的名义进行募捐，而影响其声

誉。昨晚，彭超表示，他和家人并没有

发起任何捐款的行为，呼吁大家不要

上当受骗。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今日对话

时间表

四川多地暴雨

无臂考生的爸爸：有人冒充我们搞募捐

今日起新版火车票试用 8月1日起全部使用新车票

关注《成都市非机

动车管理条例》

国道

321

内江东兴段积水致人车被困 内江消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