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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昨日介绍，成都2016年中考报名将
于3月17~23日进行，实行网上报名并进行电子摄
像。具体报名时间为3月17日10：00~23日17：00，网
上报名系统将于23日17：00准时关闭。

考生和家长在网上办理的中考有关事项（包

括中考报名、志愿填报、成绩查询及打印、录取结
果查询等）均统一使用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考
生注册服务平台后，方能使用服务平台的所有功
能，完成中考报名、志愿填报、成绩查询及打印、录
取结果查询等。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瑾

立体广场群
可实现无缝交通换乘

“结合火车北站扩能改造，可整理出土地约
360亩。”金牛区人北中央商务区建设推进办公室
副主任丁峰介绍，火车北站南广场东西侧棚改项
目涉及范围很广，东片区东临北站东二路，西至
站东南一路，南临二环路北三段，北至火车北站
站房；西片区东临北站西一路，西至蓉北商贸大
道，南临二环路北二段，北至站西路。本月下旬，
将举行动迁会，预计5月启动签约。

按照规划，南广场东西侧将形成以南广场为
核心的五大立体广场群——南广场、两侧的商业
广场和商旅广场、最外侧的商务和林荫广场。立
体广场群可以实现无缝交通换乘，形成枢纽经济
聚集，变人流为商流，重点发展零售商业、精品餐
饮、甲级写字楼、精品商务酒店、星级酒店、服务
式公寓。

人民北路往西
将形成条形公园绿地

在人民北路沿线二环和一环之间，西侧是成
都铁路局片区、木综厂片区、新华印刷厂北片区

等正在推进的北改项目。按照规划，这几个项目
将连片开发，保留区域内的文化沉淀，把历史文
化传承与现代生活理念相结合，形成从人民北路
往西延伸到府河的条形公园绿地，打造中央公园
式的公园综合商务体，塑造区域名片。

新华印刷厂北片区旧城改造项目东临北站
西一路，西临北站西二路，南临一环路，北临北站
西三巷，占地面积80亩，力争11月底前开工建设。
该片区将以小街区规制进行打造，以出版印刷文
化为基调，拟打造体现文化传媒产业特色集住
宅、写字楼、商业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成都铁路
运输学校苏式教学楼和位于北站西二巷的红砖
双子院等特色文化资源将保留下来。

新华印刷厂南片区旧城改造项目东临人民
北路，西、南临成华西街，北临一环路北一段，占
地面积约127亩，预计6月动工建设。拟打造成具
有国际范、艺术性、情景式的城市级商业地标，集
国际购物中心、特色街区、甲级写字楼于一体的
大型综合体。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17~23日 成都中考报名
考生需注册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后，在网上报名并进行电子摄像

须由就读学校开具学籍证明，同时提
供生物、地理会考原始成绩及等级、综合
素质评价结果（等级）。报名时，凭户口簿、
学籍证明、生物和地理两科会考成绩、综
合素质评价结果，到户籍所在的区（市）县
招办办理报名手续。报名后，体育考试、理
化实验操作考试以及政治、历史两科毕业
会考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

提醒：户籍在成都市所属的郊区（市）
县，但在中心城区（含五城区、高新区及天
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下同）学校（含民办学
校）就读的学生，若申请在中心城区报名，
只能作为中心城区的非本地户籍考生参
加中考、升学，只能填报中心城区公办普
通高中的调招计划以及民办普通高中、中
职类学校计划。

户籍在成都中心城区，但在成都市所
属的各郊区（市）县中学（含民办学校）就
读的学生，如果随就读学校在当地报名
的，其今后的考试、录取只能在当地进行，
不能参与在中心城区的考试和录取。

人北中央商务区全新规划昨日发布，披露火车
北站南广场东西侧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北改项目

正住户籍在成都市的往届生，凭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及学历证明，到户籍所在的区（市）县招
办办理报名手续，也可随就读学校报名。报名时，
须提供由原毕业学校及其所在的区（市）县教育
行政部门签章的生物、地理会考原始成绩及等级
（A、B、C、D），以及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级），计
入升学成绩。

可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在就读的初中学
校所在地报考。符合成都市升学条件的可在成
都市升学。若考生希望考后回户籍所在地升
学，应在报名前咨询户籍所在地中考政策，再
报名。

根据政策可享受本地户籍待遇的非本地户
籍考生，在中考报名时以非本地户籍考生参加报
名。报名结束后，填写《成都市中考非本地户籍考
生享受本地户籍待遇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4月20日前交学校，由学校汇总后交区（市）
县招办审查、处理。

提醒：非本地户籍考生若需在成都市升学，
只能填报公办普通高中的调招计划以及民办普
通高中、中职类学校计划，不能填报公办普通高
中的统招计划。

回城生报名

非本地户籍考生报名报考指南

应届生报名
由学校组织报名，须向学校交验居民身份证

或户口簿，由学校进行报名资格审查。学校负责
组织、培训、指导考生进行网上报名。

往届生报名

据新华社电 列席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9日下午在
经过“部长通道”时表示，延迟退
休方案今年会按照相关程序批准
后推出向社会征求意见，完善后
再正式推出。目前网上流传的延
迟退休时间表系误读。

“网上流传的延迟退休时间
表，其中有相关的计算公式和延迟
退休年龄的方案，这里面对目标年
龄的设定、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和
我们制订的方案还是有差距的。”

尹蔚民说，制定出台延迟退
休年龄的政策，主要是基于人口
老龄化的背景下，怎么可以有效
开发人力资源，怎么能够让养老
保险可持续发展，这是最主要的
出发点。

尹蔚民说，制定延迟退休方
案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
小步慢走、渐进到位；二是区别对
待、分步实施；三是提前公示、预
先预告。这项政策在制定过程中
会广泛听取各界意见，不断丰富
完善这个方案。

据新华社电 9日下午，围绕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话题，教育
部副部长林蕙青与网友进行了
在线交流。她透露，关于社会广
泛关注的大学生休学创业，教育
部今年将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
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等作出明
确规定。

据统计，今年高校毕业生将
达到765万，比去年增加16万。

“我们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但

也希望大学生要学好基础知识，
提高基础本领，并做好心理准
备，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林蕙
青表示，教育部将积极为广大创
业学子服务，推动高校开展好创
新创业教育。

据新华社电 列席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交通运输部部
长杨传堂9日下午经过“部长通
道”时表示，是否收取交通拥堵
费，主体责任在城市，各地应从当
地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政策。

“治理交通拥堵问题，要综合
施策，‘堵’与‘疏’相结合，特别要
优先发展人民群众使用多、容量
大、污染少的公共交通。”杨传堂
说，要加强城市规划，用规划来引
领交通，使大家走得更顺畅。

教育部：将明确规定高校弹性学制

舒展火车北站南侧
大立体广场5

火车北站扩能改造区域将建起五大立体广
场群、新华印刷厂南片区建成国际范商业地标
……昨日，金牛区发布人北中央商务区全新规
划，首次披露人民北路沿线的火车北站南广场东
西侧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北改项目的规划细节、建
设进展。

组织城际交通和地铁交通换乘，以开阔
的地面广场快速疏导人流和物流，形成多个
直接进入地铁站点的出入口。地下地铁站点
出入口除了交通换乘以外还可以有商业服
务、商业咨询、旅游咨询服务等功能。商业功
能进一步在地下空间里与两侧的地下商业
点连接，由地铁1号线、7号线来此的人流可
以便捷地进入火车北站站房，完成城际交通
换乘，也可无缝进入东西两侧商业地块。

南广场

进一步组织站前服务功能。下沉广场周
边组织商务服务、餐饮购物、旅游咨询等功
能，地面广场进一步连接商务酒店、商业购
物中心和商务服务功能。南广场西侧定位为
商务，东侧定位为居家。

两侧的商业广场和商旅广场

将枢纽经济的核心功能进行连接，周边
以餐饮购物中心、甲级写字楼和星级酒店为
主，而地面广场则为在此工作的商务人群提
供交流休憩的空间。小型下沉广场可直接与
地铁换乘大厅相连。

最外侧的商务和林荫广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网上流传的
延迟退休时间表系误读

交通运输部

是否收拥堵费由各地自定

落实有关政策成效明显获国务院表扬

成都将享6项激励措施

建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

成都科学城优势明显

全国“两会”相关报道见02~04版

火车北站南广场
地下交通示意图

火车北站南侧五大立体广场效果图

本报北京电（成都传媒集团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王伶
雅 摄影 王若冰）昨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张德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会后，全国人大代表、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在接受成都传
媒集团记者专访时，畅谈了聆听
报告的感受。

于伟说，报告总结去年工作
全面客观，部署今年任务明确具
体，是一个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
好报告。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按照“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行使职权，
成效突出、亮点纷呈。紧转03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俸
奎）昨日，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召
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就全市
公安工作作出批示。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左正出席并讲话。

黄新初在批示中指出，过去
一年，全市公安机关和广大干警
忠诚履职、勇于担当、敢打硬仗、
超常付出，出色完成了各项使命
任务，为维护全市社会稳定大局，
实现经济社会稳中有进作出了突
出贡献。在此，谨向广大公安干警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黄新初强调，今年是“十三
五”发展开局之年，也是成都深入
实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
战略的关键之年。全市公安机关
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
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公安
工作新要求，坚持政治建警、改革
兴警、素质强警、科技助警、从严
治警、从优待警，加快建设立体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一步维护
好城市安全、市民安宁和社会安
定，为奋力实现“十三五”发展目
标、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
坚强保障。

唐良智在批示中指出，公安工
作是关乎国家安危的“重器”，关乎
城市平安的“盾牌”，也是关乎市民
安宁的“靠山”。去年，全市公安机
关围绕中心，积极作为，勇于担
当，有力维护了全市改革发展稳
定的大局，成效突出，值得肯定。
新的一年，希望公安民警不辱使
命，再接再厉，做政治上的标杆，
业务上的能手，纪律上的模范，作
风上的表率，确保城市安全、市民
安宁、社会安定，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紧
紧围绕“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
难题、补齐短板”，瞄准全国一流公
安工作，始终坚持“平安成都、法
治成都”一条主线，深入推进“四
项建设”，着力提高“六种能力”，
深化公安改革，全面实现城市安
全、市民安宁、社会安定的目标。

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
黄新初唐良智作批示

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访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接受成都
传媒集团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