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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设立创业风险补偿资金

大学生创业贷款
利息补偿一半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圣）为支
持青年大学生在蓉开展创业活动，
成都市设立了青年大学生创业融资
风险补偿资金池。日前出台的《成都市
青年大学生创业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青年大学生
创业贷款最高额度可达50万元。

成都市青年大学生创业融资风
险补偿资金池资金，是为支持青年大
学生在蓉开展创业活动，拓宽创业融
资渠道，构建债权融资补偿机制而安
排的政府性资金。该资金一是用于与
银行合作，撬动和放大青年大学生创
业融资信用贷款规模；二是用于补偿
银行向青年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提
供信用贷款后发生的贷款损失。

根据上述办法，创业风险补偿
资金主要采取直接与银行合作的模
式，即在合作银行存入创业风险补
偿资金，合作银行按不低于创业风
险补偿资金的1：5比例安排贷款资
金，用于向开展创业活动的青年大
学生提供创业信用贷款。青年大学
生创业贷款额度最高为50万元，贷
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为支持青年大学生创业，降低创
业融资成本，对青年大学生创业贷款
所产生的贷款利息，纳入成都市科技
金融资助管理办法范围，按同期人民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给予贷款利息
50%的补助。贷款到期后，借款人未能
按期清偿贷款的，对发生的逾期贷款，
由创业风险补偿资金按不超过逾期贷
款本息的80%给予贷款银行预补偿。

四川公安机关开展半年专项行动

严打六类暴力犯罪
成都商报讯（记者 梁梁）7月27

日省公安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在全省
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严厉打
击严重暴力犯罪专项行动”。警方透露，
重点打击的六类突出犯罪分别是：

一是严厉打击涉枪犯罪活动。对
网络贩枪、物流贩枪以及走私枪支
弹药等非法制贩活动，斩断链条、摧
毁网络。

二是严厉打击个人极端暴力犯
罪活动。

三是坚决预防和减少一杀多人
案件的发生。各级公安机关将集中
优势警力，统筹侦查资源，合成作
战，确保快侦快破。

四是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犯罪活动
五是严厉打击暴力抗法犯罪活

动。对暴力抗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
严格依法打击。

六是严厉打击暴力袭警犯罪活动。

“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实施已满一
年，近期，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

“单独二孩”政策落实情况调查报告，调
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单独两孩”政策
的满意程度较高，但生育意愿明显较预
计低；多因素影响生育二孩意愿，从目
前发展趋势来看，单独二孩政策未对人
口发展造成大的影响。

本次调查在锦江、成华、郫县、新
都、大邑等区（市）县“城乡一体化住户”
样本中随机抽取200户符合单独二孩生
育条件的家庭中进行。

调查显示，97.0%家庭“满意”或“基

本满意”单独两孩政策，认为该政策是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
最终目的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对
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被访者也普遍看
好。

调查显示，26.0%的受访者愿意生
二孩，其打算生二胎的主要因素是“减
轻子女赡养负担”，占比为46.2%。其他
依次为：“自己或家人喜欢小孩”占
38.5%、“家里长辈要求，想再要个男孩
或女孩”占34.6%、“经济允许”占19.2%、

“工作时间空闲”占11.5%、“周围朋友都
打算生”占7.7%、“其他”占3.8%。

“单独二孩”政策对孩子有何积极影
响？83.0%的受访者表示“有利于兄弟姐
妹间培养分享与责任意识”，其他依次
为“有助于培养孩子之间团结互助的精
神”、“有利于孩子在欢乐环境中成长”、

“有利于孩子乐观开朗性格的培养”。
调查显示，68.5%的受访者表示没

有生二胎的意愿。52.7%的被访者认为
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生二胎。沉重的经
济压力是导致二胎生育意愿降低的主
要因素。

32.4%的受访者表示工作繁忙，没有
精力照顾小孩。这部分受访者认为，目

前夫妻双方都处在事业发展期，加班和
必要的应酬不可避免，与其花更多时间
和精力抚养二孩，不如只带好一个孩
子，保证现有的生活品质。

调查显示，29.7%的受访者担心小孩
上学困难，得不到好的教育。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
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为29.1岁，比2000
年推迟了2.8岁，超过了29岁的“黄金生
育期”年龄上限。不少女性生育一孩，有
意愿生育二孩时，已超过最佳生育年
龄，身体机能下降导致生育风险提高。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叶燕

一个现象

看书偏文学
专业报理工

学习之外，他
们还喜欢听音乐、
看电视、电影、运动
和读书。看书的门
类以文化类、哲学
类、社会学类、心理
学类居多。在忙碌
的高中生活时，有
超八成的学生每周
会分配2小时以上
的时间在自己的兴
趣爱好上。有超两
成的学生每周会至
少分配6小时在个
人兴趣爱好上。

在 专 业 选 择
上，有30%的考生
选择了理学类专
业、有26%的考生
选择了工学类专
业、有20%的考生
选择了经济学类专
业。10%的选择了
文学、10%的考生
选择了法学、2%的
考生选择了历史
学。没有考生选择
哲学和农学。

这一现象，在
北大、清华四川招生
组老师们看来也十
分正常。一位招生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拿
到成绩后，几乎80%
的高分考生都是冲
着经济、建筑等热门
专业去的。

还记得前段时间北大、清华招生老师们围追堵截高分
考生的事吗？作为学生或者家长的你，是不是也希望能有一
天被北大、清华的招生老师们堵一堵？

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他们？
为了解高分考生们的真实学习、生活、思想，成都商报记

者对2015年被清华、北大录取的近300位四川考生进行了调
查，希望通过事实，从他们身上看到高分考生的一些规律。

最终回收了50份有效问卷，北大和清华的考生各占一
半。通过涉及家庭、学习、生活、情绪管理等32个问题的回答。

看了调查结果
校长说：家风
看了成都商报记者对北大、清

华今年已录取的川籍考生的调查结
果，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李俊
感慨地说：“这结果正验证了一个孩
子走向优秀的三个关键因素：家庭、
学校、自己”。

他把良好的家庭氛围排在了第一
位。“这么多年，实外送走了太多高分
学子，无一例外地有着很好的家庭氛
围”。在他看来，家风正、文化氛围浓、
并且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很融洽是造就
一个优秀孩子的关键，“那么多年的经
验看过来，好的学生真不是老师教出
来的，是家庭氛围熏陶出来的”。

其次，调查中，初中开始，六成高
分考生初中读的是名校。这一点在李
俊看来，也正验证了小升初择校的火
爆。由于初中阶段是孩子知识、能力、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为此，初中时
孩子在学校的状态非常关键。

当然，这些外力都抵不过孩子自
身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学
习习惯的重要性。在他的印象里，好
学生的确是很少会补课的，“即使开
小灶，也都是奥数之类的培优课程”。
因为“如果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没法
消化课程内容，需要课后补，那说明
学习能力和方法是有问题的”。

怎么样让孩子形成很好的心
态、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呢？答案又
回到了第一个——家风。李俊说，在
孩子六七岁之前，家长就要重视孩
子的性格和习惯的养成。

这些高分考生并没有“赢在起跑线上”，96%的高分考生读的是
普通幼儿园，80%念的是普通小学。

但初中起，是否是“名校”就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有六成高分考
生，初中念的是名校。在这六成考生中，成都地区的考生多出自：七
中育才中学、石室联合中学、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成都外国语学
校、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等目前小升初的热门学校。

而到了高中，超9成的高分考生就读的都是省级以上示范校了。
而通过自主招生环节被北大、清华录取的考生中尤其以成都七中、
成都外国语学校、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等名校居多。

一位川内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从他这么多年招
生的经验看，从小到大的求学历程中，初中可谓是最关键的环节，如果
初中成绩不好的孩子，到了高中很难好起来。而高中名校严把入口关，
收入囊中的考生本来都是很优秀的，再加上聚集了名师及多项优质资
源，“这些学生稳扎稳打地学习三年，高考成绩一般不会差”。

报告显示，50位受调查的考生中，有31位来自城市、9位来自城镇、10位来自
农村，来自农村的考生多是通过国家专项扶贫计划被北大、清华录取的。在自主
招生以及一本批次录取时，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则以城市为主。

从家庭经济状况看，60%的高分考生出自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8000元的家
庭。父母从事企业职员的居多。

超五成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在中专及以上。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极其关注，
并经常关注各种教育信息。50位被北大、清华录取的考生中有近1/3（15位）出自教
师家庭，父亲或母亲中至少有一人是教师。

对此，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所长王健表示，家庭经济因素的确会影响孩子的
教育成长。不少研究人员几年前就发现，北大、清华的农村考生在不断减少，这一
大原因就是家庭经济因素，倒不是上不起大学，而是因为经济因素导致他们不占
据有利的教育资源。所以近几年，国家层面才大力推动扶贫专项计划，提升农村
考生上名校的几率。

此外，经济状况更好的家庭会更关注孩子的教育，并且有能力给予孩子很好的
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对于为什么家庭人均月收入高过8000元的家庭的孩子考上
北大、清华相对较少的情况，她表示，可能这部分家庭把孩子送出国的更多。

此外，高分考生也并非全都是天赋异禀，他们念书也很拼。超八成（82%）的高分考
生晚上11点后才睡。有16%的考生是在晚上12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才开始睡觉的。

但拼不代表都要头悬梁、锥刺股一般的苦读，充沛的精力也是关键。46%的高
分考生每天睡眠时间保持在6～7小时，有50%的考生甚至达到7～8小时。仅有4%
的考生睡眠时间不足，只有5～6小时。

现在的家长从小学开始就把孩子送到各种培训班，这些有用么？调查显示，
从小到大，这些高分考生中有52%的人参加过培训班，培训的科目以数学、艺术类
为主。有42%的考生参加过专门的奥数培训。但仍有近半（48%）的考生从未参加过
任何培训。

在成都商报对他们的访谈中，谈到高考成绩，多数人认为，稳定的心态和持
之以恒的努力是最终高考获胜的关键，只有6%的考生认为自己靠的是智商。

除了文化课程的学习，他们也极其重视综合能力的锻炼，六成以上考生经常
参加社团活动、文艺类活动和各种竞赛。

念书很拼
只有6%认为自己靠的是智商他们

54%的高分考生家长几乎不会干涉孩子的学习，84%的孩子和
父母经常沟通，其中14%的孩子感觉和父母像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另外，这些高分考生从小到大，父母陪伴的时间也居多，76%
的考生反映妈妈陪伴在身边的时间居多。不少妈妈是全职在照
顾孩子。

传统观念里的好成绩和谈恋爱绝对是两个绝缘体，不过也有
34%的考生表示自己在初中或高中阶段谈过恋爱。

在树德中学特级教师李桃的记忆里，她的教学生涯里一度见证
了两对情侣双双考入清华、北大。“但这样的例子，并不适用于所有
人”。李桃老师见得更多的还是因为恋爱影响了学习，最终高考失利
的例子。

报告还显示，好成绩的孩子都有很优秀的父母。他们不见得职
场地位有多高，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拥有民主的家庭氛围和宽松、融
洽的沟通关系。

并非赢在起跑线上
幼儿园小学都普通 初中最关键他们

培训班？
不重要
52%的人参加过

培训班，培训的科目以
数学、艺术类为主。有
42%的考生参加过专
门的奥数培训。但仍有
近半（48%）的考生从
未参加过任何培训。

多来自城市
家庭人均收入2000~8000元最多他们

教师家庭
比例大
50位被北大、清华录

取的考生中有近1/3（15
位）出自教师家庭，父亲
或母亲中至少有一人是
教师。

来自中等收入
家庭更多
为什么家庭人均月

收入高过8000元的家庭
的孩子考上北大、清华的
相对较少？专家表示，可
能这部分家庭把孩子送
出国的更多。

成都“单独两孩”政策落地一年

九成满意 六成不生

有好父母
超八成家长常和孩子沟通他们

怎么样让孩子形成
很好的心态、学习方法
和学习习惯呢？在孩子
六七岁之前，家长就要
重视孩子的性格和习惯
的养成。
——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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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考上北大清华的50个四川娃

50名四川被录取考生
接受成都商报32项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