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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冕）记者昨日从成都市
招办了解到，五城区、高新区和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小升初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将于今日上午举
行。今日下午4点起，学生和家长就可通过小升初

网络应用服务平台及市招考办官方网站（www.
cdzk.org）查询本人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结果。7月
15日上午9点，初中学校将公布入学新生名单，小
学也将公布毕业生去向名单。

黄新初在新都区调研经济发展工作时强调

夯实项目支撑
在调结构中更好地稳增长

8月21日到9月5日
到东郊记忆品慕尼黑啤酒
慕尼黑啤酒节即将展开第二次成都之旅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李彦琴）
一边喝着最醇正的德国HB皇家
小麦啤酒，一边品尝着最地道的
德国咸猪肘、香肠、烤鱼，身边
穿梭着穿着慕尼黑传统服饰的
娇俏酒娘，舞台上精彩的巴伐利
亚乐队演出……在入伏后闷热
的天气里，这样的体验是不是还
挺享受的？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政府新
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成都和慕尼黑将再次携手合作，8
月21日至9月5日在成都东郊记忆
文化创意园举办第二届“慕尼黑
啤酒节——成都之旅”，让去年对

这一德国文化盛宴意犹未尽的成
都市民再次享受德国风情。

啤酒节将登场
成都与慕尼黑再牵手

“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慕尼黑
啤酒节再次来到成都，原因在于成
都是一座充满幸福感的城市，在这
里人们热情友好，懂得生活、享受
生活，这和慕尼黑啤酒节所传递的
自由狂欢的理念是有所契合的。”
慕尼黑市长特使奥利弗·贝里克昨
日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向成都市
民发出邀请。 下转02版

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

研究成都市国际化城市建设
2025规划纲要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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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起望丛祠站，南至观东路站
●全长47.4公里
●全部为地下线
●共设车站38座，其中换乘站14座
●平均站间距约1.26公里
●最大站间距2.85公里，为金融中心东站至中和站
●最小站间距0.69公里，为二环交大路口站至小花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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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郭广宇）
今起至17日每天9时至17时，成功
报名7月18日上午10时在东郊记
忆影立方A区B厅举行的首届市
民摄影节开幕听享会的市民，在
接到工作人员的确认电话后，可
凭报名登记信息前往红星路二段
159号成都商报热线部，领取“影
像乐章·成都首届市民摄影节开
幕听享会”入场券。

除开幕听享会外，7月18、19
日两天，市民摄影节还为市民拍
客们准备了精彩纷呈的内容，不
但有“快拍365·拍客影像日历”、

“大学生青春秀”、“商报20年影像
记忆”三大主题影展，还有成都女

企业家协会会长米瑞蓉、荷赛日
常生活类一等奖得主蔡圣相、荷
赛体育类一等奖得主鲍泰良的三
场影像交流沙龙。

目前，7月18日的开幕听享会尚
余部分座席，有意参加开幕听享会的
市民，可拨打抢票热线86613333-1，
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报名抢票。

地铁6号线2020年通车
38座车站14座可换乘

成都地铁官网首次披露6号线一、二期具体车站和换乘信息

即日起成都全面清理“奇葩证明”，被保留的证明材料将纳入清单管理

不在清单上的证明一律不用开
8月20日前
各级各部门组织专人对本单位办理民生事项涉及

的证明材料进行全面清查，提出保留、取消意见建议
8月21日至9月20日
市、区（市）县两级政府政务中心和法制办组织专家

对各单位上报、市民反馈的证明材料分级进行合法性、
合理性审核

9月30日前
市政府政务中心将全市保留的证明材料纳入清单

管理、动态调整。未纳入清单范围的，一律不得要求办事
群众再提供。被保留的证明材料作为服务事项，全部纳
入各级政务大厅办理

分
三
步
走

市民摄影节开幕听享会今起领票

中心城区小升初 今日16点起可上网查去向

凡是公安、民政、房
管、教育、卫生等政府部门
制发的有效证照能够证明
申请人身份、亲属关系、婚
姻状况、不动产权属等相关
信息的，一律不得要求申请
人提供其他单位证明材料

凡是申请人能够以书
面承诺保证相关信息真实
性，且不影响第三方权利
义务的，一律不得要求申
请人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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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
平型关
渴望已久的胜利

抗战之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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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现年 104
岁的王琳，是记者能
找到的唯一一名健在
的亲历者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地铁6号线一期、二期

地铁运营“中枢”：
5年无休、无事故

成都商报记者走进让成都地铁安全运营1751天的调度指挥中心党支部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前往
新都区调研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新
都区要按照中央、省委、市委关于稳增
长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产业
转型升级需求，梳理一批重大项目，建
立“项目库”机制，有的放矢、主动作
为，切实加强项目招引落地工作，在调
结构中更好地稳增长。同时，要大力推
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卫星城建设，提升
城区功能品质，为全市加快现代化国
际化进程作出应有贡献。

瑞士梅特勒-托利多公司是全球
领先的精密仪器及电子衡器制造商，
以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天平而闻

名。公司目前在蓉设立的生产基地落
户于新都区，这是公司在全球的三大
生产基地之一，今年 3 月一期项目正
式投产。黄新初详细了解了生产基地
的建设和运营情况，数字化在工业衡
器中的广泛运用，以及先进的机器人
加工工艺，无不展现出“互联网+”技
术和“工业4.0”战略的优势。结合企业
发展情况，黄新初指出，经济发展具有
自身规律，传统产业在当下既是稳增
长、稳就业的支撑，也是吸引和发展新
兴产业的基础。各区（市）县在深入实
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过
程中，应立足自身实际，既要积极运用
现代理念和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努力把传统产业做活、做优、做强，
也要紧紧围绕产业链，积极引进全球
领先、行业领军的市场主体，加快项目
的规划、招引、落地、促建和投产，加快
抢占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尤其
是在精密仪器加工制造、检测检验等
领域，要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的引进扶持力度，坚持创新驱
动、集群带动，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
效，为稳增长提供新的动能。

在普洛斯新都电商物流基地，京
东等一大批国内电商行业龙头企业，
依托这一现代物流和工业基础设施提
供平台，实现了高速增长，形成了市场
资源与行业影响力的聚合效应。在京

东物流仓储转运中心，黄新初详细了
解电商物流运作流程后说，电子商务
是消费转型的发展方向，随着“互联
网+”技术与传统商业的不断融合，消
费者将更加注重消费体验、消费品质。
引进更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商企业
来蓉发展，为广大市民提供更为便捷
放心的网络消费服务，既是稳增长的
重要内容，也是惠民生的重要体现。希
望以京东为代表的现代电商企业不断
创新消费模式，做好集中市场与分散
市场、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结合两篇
文章，将服务终端延伸到广大社区、农
村，更好地拓展市场。

紧转02版

川大创促会今成立
商报两新媒体项目路演

这是成都首个以高校为主导的创促平台，“四川名医”“谈资”入选路演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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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
三严三实 奋力打造

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记者走基层

沿途区县
自北向南通过郫县、高新西区（属于高新
区）、金牛区、成华区、锦江区、高新区5个行
政区

沿途主要道路
主要沿望丛中路、西区大道、浦兴街、校园路、
盛发街、沙西线、交大路、沙湾路、一环路、顺江
路、锦华路、三环路、三色路、中柏大道布设

可换乘线路
1 号 线 、2 号
线、3 号线、4
号线、5号线、7
号线、8号线、9
号线、12号线、
13 号线、15 号
线、21号线、成
灌线 03

16岁成都妹子
打进高尔夫
大满贯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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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杨彩华）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
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
专题学习《食品安全法》，研究审
议成都市国际化城市建设 2025
规划纲要、生态文明建设2025规
划纲要、向区（市）县下放部分市
级管理权限目录等议题。

会议传达了王东明书记在省
委十届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魏宏省长在市（州）长座谈会
上的重大部署和市委常委会的重
要要求，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抓

好贯彻落实，切实把稳增长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实现全年
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食品安全关系千
家万户，容不得半点麻痹大意。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提出的“四个最严”要
求，认真学习《食品安全法》，强化
安全意识，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
全”；要突出重点工作，进一步完
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要严惩重
处，始终保持对食品违法犯罪的
高压打击态势。 紧转02版

全世界155名顶级女子球员参加的美国女子公开赛，何沐妮以并列第53名、四轮288杆的成绩完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