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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7

捐赠者说
都是为了鼓励母校师生创新创业，搭建参与实践和融入社会的平台，帮助大

家在就业时尽快适应职场氛围，创业时少走弯路。他也勉励学弟学妹在大学期间
努力提升涵养品德，提高综合素质，塑造情怀，勇敢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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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钥匙
竟打开几个邻居的门
提醒：使用多年磁性锁芯的市民们赶紧换吧

房主在家休息时，家里的大门却被陌生人
用钥匙打开了。经过核实，陌生人并不是技术
开锁的盗贼，而是租房中介找错门，阴差阳错
打开房门的。

这件怪事几天前发生在内江城区某小区，
该小区住户使用的是同一品牌和型号的门。更
让小区居民吃惊和担心的是，这把钥匙还打开
了第三家住户的门，小区另一住户的一把钥匙
试着去开其他两家人的门，竟也都打开了。

目前，该小区的住户们基本都已更换此前
使用了14年之久的磁性锁芯。该品牌内江总代
理和多名开锁匠介绍，磁性锁芯在使用几年
后，磁性会减弱或消失，出现一把钥匙打开万
家门的现象，该小区的情况很可能是磁性锁芯
消磁所致。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还咨询了另外两名开锁
匠，他们在了解情况后也认为，很可能是磁性锁
芯消磁所致。“没有经过专业人员鉴定，我们也只
能根据经验推测。”开锁匠王师傅说，磁性锁芯也
是机械锁的一种，它在2000年前后比较流行，在
当时算防盗性能很好的锁芯。据他介绍，磁性锁
与一般机械锁相似，但锁芯是磁铁的，钥匙上端
也有磁力棒，其原理是磁铁同极相斥、异极相吸。

“其实所有的锁都存在互开现象，但大品牌的锁
互开率很低。一个小区都用一种锁，互开率这么
高的还是很少见，目前看来，原因很可能就是磁
性锁芯使用10多年后，消磁了。”

另一名开锁匠刘师傅还说，从目前的防盗
级别看，该小区使用的磁性锁芯属A级锁芯，防
盗级别最低的，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在短时间内
打开。为此，开锁匠提醒，广大市民家中如使用
的是磁性锁芯且已使用多年，需尽快换锁。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今日 到新都发现创新力量
3月30日～31日，“创业天府·菁蓉创

享会——发现西部创新力量创新峰会”在
成都市新都区举行。本次峰会邀请到世界
级资本大佬、全国乃至亚洲的创新领袖人
物、新生力量、国际国内知名投资人。在昨
日举行的“十分之约”环节上，来自新都的
多个项目参与了展示与角逐。其中，成都
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光之物语-微型物
质成分分析仪项目、王伟博士团队的物联
网下的数控加工群生产过程智能监控与
柔性制造项目、四川菲创能达科技有限公
司的超导磁悬浮轴承及衍生机电产品项
目等在该环节中表现精彩，获得了在场投
资机构的广泛认可。

今日，峰会还将举行签约仪式暨中国
新创企业领袖论坛、亚洲智能硬件大赛和
Chinabang Awards年度颁奖晚宴等活动。
随着此次峰会的举行，“双创”的春风将吹
遍蓉城，还将使成都乃至西南地区的创新
资源从新都出发，与世界接轨。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600万奖学金任你拿
绵阳东辰小升初4月2日开考啦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汤小均）绵阳东辰
国际学校昨日发布：根据工作安排，今年
该校小升初升学（含五年级学生考四年制
初中）暨奖学金考试时间由原定的4月30
日提前到4月2日下午2：00-5：00。据介绍，
该校初中奖学金总额高达600万元。

怎样的学生才能受到绵阳东辰国际
学校的青睐？该校副校长王春容给出标
准：超强的学习能力；优秀的思维品质；坚
强的学习意志；良好的心态方法；良好的
学科基础；全面的综合素质。王春容另外
特别强调，学校将不会在周末布置除体育
活动和课外实践外的额外书面作业。

在录取政策方面，该校今年将采取
“点招录取”和“大考录取”两种方式，点招
包括特长生特招+点招。大考录取考试科
目为数学和语文。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
中和高中于一体的民办学校，十二届中
考，十三个绵阳市第一名；十一届高考，十
个第一名（省市）。2015年绵阳中考全市第
一名就产生于此，8人进入了绵阳市前10
名。同时，依据北京大学博雅计划、清华大
学领军计划2015年的资格初审数据，四川
有10所中学被认定为名校，绵阳东辰国际
学校名列全省前三名。

6岁男童玩剪刀
摔倒后刀刃插到自己

3月28日，巴中的一名6岁男童小阳（化名）
在玩耍剪刀时，7厘米长的一截刀刃插入颅内。
事后，男童家属紧急将孩子送往巴中市中心医
院救治，经医生诊断，剪刀从小阳的左侧内眼
角插入头颅内，穿过了脑膜，到达了大脑皮层，
情况危急。

所幸，经过7个小时的抢救，剪刀被取出，
更为幸运的是，经医生检查，剪刀没有伤及脑
内的一些重要大血管和过多的脑组织。30日下
午，成都商报记者从当地医院获悉，男童仍在
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

医生提醒，儿童在玩耍时，家长一定要在
场看护，以便及时发现儿童在玩耍中存在的各
种不安全因素。在家里，如剪刀、菜刀、牙签、水
果刀、药品等危险物品，平时一定要妥善保管
好，比如摆在高一点的位置，让小孩子够不着。
调皮的孩子可能会翻箱倒柜寻找，最好的办法
就是，这些东西不用的时候锁在杂物柜里，让
孩子零接触。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周子铭

新政策的出台，让市民有
了选择的空间，可以不去驾校
学习同样可以考取驾驶证，那
么自学直考实施后，对驾校影
响大吗？“自学直考对驾校行
业有一定冲击，就目前而言，
影响比较小。”对此，成都大成
驾校校长陈立超表示了自己
的看法，成都目前一年有40万
人左右学习驾考的，由于自学
直考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因此
选择的人群是小范围的，估计
能流失学员在千分之一。

“自学直考优势在于时间
更自由，在随车指导人员时间
完全配合下，学习通过的效率
更高。”陈立超直言，但是相比

之下，从花费成本、学习专业、
安全性方面，驾校就更具有优
势。有驾校负责人甚至分析，
因为一些科目考试还是需要
到驾校的场地内进行练习，不
排除今后这些场地对“自学直
考”车辆练习费涨价的可能，
这样计算下来成本或许比去
驾校高不少。

陈立超说，市民在有权力
进行选择自考还是驾考学习
后，驾校不再是驾考唯一途
径，可以让驾校回归到最本质
的培训工作，同时新政策可以
促进驾校行业进行改革，提高
服务质量，优胜劣汰。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电子科大收到1亿捐款
这笔捐赠将用于在校内建设众创空间，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各类孵化基金

前日，在电子科技大学—荷福研究
院成立揭牌仪式上，上海荷福集团董事
长周锦霆宣布，向母校捐赠一亿元。记
者从电子科大了解到，这是该校60年校
庆启动以来收到的最大笔捐赠。这笔捐
赠将用于在校内建设众创空间，设立专
项奖学金、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基金、
教师产业化项目孵化基金等。

捐赠一亿 周锦霆是谁？

根据上海荷福集团官方网站信
息，周锦霆于1996年创立了荷福。目
前，这家总部设在上海的公司已发展
成了一家资产过百亿元的综合性民
企，现主要布局智能机电一体化设计
与研发制造安装、机器人原创科技的
研发与制造、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的全

产业链应用等方面。
在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上，周锦霆

表示，此次捐资建设众创空间，设立专
项奖学金和各类孵化基金，都是为了鼓
励母校师生创新创业，搭建参与实践和
融入社会的平台，帮助大家在就业时尽
快适应职场氛围，创业时少走弯路。他
也勉励学弟学妹在大学期间努力提升
涵养品德，提高综合素质，塑造情怀，勇
敢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压力。

捐赠前已和学校是合作伙伴

记者了解到，荷福集团和电子科
技大学一直保持着深入合作关系。

机器人技术是双方合作的一个
重点。双方共同成立了机器人产业
（关键技术）研究院，由该校大学生创

立的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此前也
获得了荷福集团500万元的投资，其
研发的羽毛球机器人产品预计将在
今年5月上市。

机器人公司负责人、电子科大研
二学生黄山告诉记者，这款羽毛球机
器人主要用于陪伴，可实现人机对打。
据介绍，这款机器人采用了独特的双
目视觉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捕捉到
高速运动的物体，位置预测误差不超
过5毫米，半场接球概率大于85%。

荷福集团还和该校宽带媒体研
究所合作，为企业设计开发建筑用砌
墙抹灰工业机器人。

除机器人之外，荷福集团和学校
在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也有合作，
项目包括云医院、云学校、云码头、云
智慧城市等。

去年6月，九鼎投资董事长吴刚领衔的九鼎投资校
友团出资1亿元，和母校西南财经大学合作设立了“九鼎
——西财黑马创新创业基金”，用于学生留学、发展、创
新和创业项目的资助。吴刚个人还向母校捐赠2000万
元，用于学校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

去年9月，四川大学85级校友李平向母校捐赠1亿
元，主要方向也是用于鼓励创新。

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去年年底发布的《2016中国
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1990年至今，全国高校累计接
收校友捐赠金额突破171亿。其中，校友捐款金额累计20
亿以上的有1所，10亿以上的有4所，5亿以上的有9所，2
亿以上的捐赠有20所，1亿以上的有30所，累计在1000万
以上大学有112所。

此前的“亿元捐赠”纪录还包括：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董事长卢志强向母校复旦大学捐赠7亿元；“小霸王之父”
段永平向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累计捐赠4.47亿元（截
至2011年）；2014年10月，唐立新向重庆大学捐赠3亿元；
2015年4月，马云向杭州师范大学捐赠1亿元设立“马云教
育基金”等。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实习生 尹沁彤

“亿元捐赠”
多是鼓励创新创业

多知道点

驾照自学直考学习过程中违法行为如何处罚 听听交管部门怎么说

学员若无学习驾驶证明
可处15日以下拘留

主演都是高颜值的90后，剧情讲述了一
对相爱的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创业的道路上，
经历各种诱惑、坎坷……怎么越说越像湖南卫
视的年度情感大戏？其实，这是一台川剧大戏！

前日，川剧史上首部“都市情感川剧”
《琵琶声声》举行了发布会，宣布将于 4 月
16、17 日在锦江剧场亮相。剧名之所以叫

《琵琶声声》，是因为在这部都市情感戏中，

男女主角面临的困难与抉择和传统戏《琵
琶记》中类似。

抛开文章开头提及的高颜值、情感戏之
外，该剧的编剧是一位来自东北的85后潘乃
奇，卖票再也不是在悦来茶园挂上“水牌子”
现场售票，而是开通官方微店、淘宝、售票网
站等渠道。甚至连发布会也首次搬出川剧
院，来到一家新型孵化平台。“因为这台戏讲

述了年轻人创业的故事，‘侠客岛’也是鼓励
年轻人创业的孵化平台，两者有很多共性。”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院长雷音告诉记者。

在很多人心目中，传统戏曲就是“老
套”的代名词。可是在这台川戏中，三角恋、
女追男、暖男这些剧情，十足的情感戏。而
90后的主演们，演绎的就是最贴近现代年
轻人的生活故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创业

之城、成功之都，成都为众多年轻人提供了
梦想的舞台。“一个人在成都奋斗，累并快
乐着，写这部戏就是想表达自己的心声。”
编剧潘乃奇告诉记者，她身边的很多朋友
都留在了成都，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据潘乃
奇透露，《琵琶声声》中将会融入许多成都
元素，如合江亭、金沙遗址等，都会被搬上
舞台。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熊颖

4月1日起，
驾照“自学直考”
在成都将正式实
施，成都交管部
门对于自学用车
在学习驾驶中发
生的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的处
罚和交通事故的
责任认定进行了
解读。

“自学人员在符合规定的
随车指导人指导下，学习驾驶
时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的 ，由 随 车 指 导 人 员 接 受 处
罚。”民警介绍，此外，如果自学
人员未取得学习驾驶证明、学
习驾驶证明超过有效期，由不
符合规定的人员随车指导等行

为，按照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对自
学人员罚款1000元，可以并处
15日以下拘留；属于将机动车
交由自学人员驾驶的，对行为
人处罚款1000元，可以并处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

据了解，自学人员、学员在

具备资格的人员、教练员的随车
指导下，使用符合规定的自学用
车和教练车学习驾驶中发生交
通事故的，由随车指导人员、教
练员承担责任。但自学人员、学
员在无具备资格人员、教练员随
车指导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自行
承担责任。

如果自学人员在道路上学习驾驶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毁的，
自学人员和随车指导人员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机动车可以移动的，应当将机动车
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川剧史上首部“都市情感剧”将亮相
《琵琶声声》将于4月16、17日在锦江剧场上演，讲述年轻人的爱情与创业

发生违法行为如何处理？
学员违法，随车指导人员将被处罚

如造成设施损毁，不得驶离
遇到交通事故应如何处理？

自学人员和随车指导人员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应当立即抢救受
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警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
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1

如果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
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警或者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2

如果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
商处理。3

4

这6家有资质 最快当天可取
哪些地方可改装自学用车？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
来到全市6家符合改装教学用
车资质的企业，其中的成都宏
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维修车
间内停放着一辆已改装好的自
学样板车，左右侧后视镜上以
及车内均加装了辅助后视镜，
副驾驶座内加装了“脚刹”，还
有一个红色醒目的按钮喇叭。

“每天接到七八个市民电话，来
咨询自学用车的改装问题。”成
都宏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董艳柯告诉记者，可以自
学直考的消息出来后，前来咨
询改装费用和时间的市民还不

少。“根据车型的不同，普通车
改装费用在800～1200元左
右。”董艳柯说，如果是高级轿
车相应的花费会高一些，改装
时间上最长5天，最快当天就可
以取车。“因为不同型号的车辆
需要配不同的脚刹，如果厂内
没有与改型号车辆对应的材
料，便需要另外定制，因此改装
时间会长一些。”

据了解，需要自学用车的
市民在修理厂将车辆改装后，可
以到全市20多家检测站上线检
测，领取到合格单后便可以去交
管部门进行申请手续的办理。

成都市自学用车安全辅助装置改装企业目录
单位名称 地址
成都浩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龙都北路768号
四川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都区物流大道555号中集

车辆园18栋
成都宣池汽车贸易公司 成都市武青南路28号
成都市锦泰汽车销售公司 成都市东三环路五段航天立交桥外侧
都江堰宣池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都江堰永安大道南二段311号
成都宏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金牛坝路3号

有一定冲击 影响比较小
对驾校影响大吗？

自学直考
交通事故
理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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