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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由成都商报、每日经
济新闻联合主办的“四川企业家
创新论坛”将迎来第五位主角
——金苹果教育集团总经理夏
晨伶。上周，成都商报记者首次
走进夏晨伶的办公室。她表示，
金苹果能发展到今天有多方面
因素，创新是其中的灵魂。

安全是我最大的压力

成都商报记者：近年来，家
长对教育安全和食品卫生非常
关注。你们采取了哪些创新性措
施来有效防范？

夏晨伶：谈到安全，实际是
我最大的压力。半夜一觉醒来，
想到安全，我的内心就像是一只
冰凉的手摸过。每年只有等到所
有学生全部放假了，我才能彻底
放松。

针对安全体系，金苹果很多
年前就有“两大方面 八条线索”
全方位覆盖。两大方面即硬件和

软件，比如幼儿园的围栏，我们
要求不低于110厘米，为了防止
儿童攀爬，栏杆之间不能有花
式。我们所有幼儿园的门都安装
有防压手装置。软件领域包括儿
童在园安全、教师工作行为、儿
童膳食安全等8条线索。

发展将基于大数据等

成都商报记者：在儿童教育
上，有没有尝试过大数据，比如
孩子的饮食喜好、课程设置等？

夏晨伶：大数据的应用一直
没间断过。包括教师培养，都要经
过精心计算，比如在哪个年龄更
容易出成果。前年，我们已经完成
了ERP平台的第一期开发，我们
对每天有多少孩子入学，在什么
季节、什么年龄段缺勤，我们都掌
握，这对幼儿园的卫生保育工作，
家校沟通也很有指导意义。

随着发展，大数据的使用还
要更加科学。真正优质的私立学

校，它不是靠学费来盈利的，而
是靠相关项目。金苹果未来的发
展方向是基于相关产业，如互联
网、大数据等。

将推出无边界幼儿园

成都商报记者：金苹果教育
集团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

夏晨伶：不会满世界布点，
优质教育都是有边界的。我们尽
最大努力，做通教育链，即从幼
儿园到中学。横向来讲，就是要
做教育及相关产业，如现在的行
走课堂、营地教育等。我们要让
孩子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断成长。

我们即将推出一所无边界
幼儿园，里面有大片森林，还有
农场，孩子们真的可以在树下上
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森林幼儿
园。还将创新推出一个叫Rain-
bow House（彩虹屋）的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摄影
记者 张建

据新华社电“吃过夏至面，
一天短一线。”《中国天文年历》显
示，6月21日6时34分迎来“夏至”
节气，炎夏到来，多地将启动“烧
烤模式”、“桑拿模式”。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
介绍，每年6月21日或22日，太阳

到达黄经90°，为夏至，它是农历
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
节气。夏至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北
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
长的一天。此后，阳光直射地面的
位置逐渐南移，北半球的白昼日
渐缩短。

夏至，意味着炎热天气的正
式开始，之后热浪来袭，而且是闷
热。从气象资料来看，我国许多城
市的历史气温极值都出现在夏至
以后。中央气象台预计，19日起，
江南、华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持
续性高温晴热天气。

明日夏至 多地迎来“烧烤模式”

“都回家看一看有没有独生子
女证，没有的赶紧补办。因为到6月
30日永远不办了，以后国家给这一
代独生子女还有老人不少政策，大
伙相互转告。”这是最近很多微信朋
友圈中都流传的消息。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省卫计
委官网上查阅到的四川关于办理独
生子女证的相关文件明确：2015年
12月31日前已生育一个子女、自愿
不再生育、且子女未满18周岁的夫
妻，可在2016年6月30日前向一方户
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申请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以下简称“独生子女证”），凭证享
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待政策。
2016年7月1日之后不再办理该证。

书院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接到了相关通知，要求6
月30日前未办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
抓紧办理。西御河街道办事处下辖
的一社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有大
致相同的通知。

今年初，经省人大常委会议表
决通过，新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生效。

根据当时省卫计委新闻通气会
的解读，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

办法”的原则，今年1月1日后新出生
的独生子女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优惠，但已取得独生子女证、自
愿不再生育的夫妻，仍可继续享受
各项奖励优待政策。

2015年12月31日前已生育一个
子女、自愿不再生育、且子女未满18
周岁的夫妻，可在2016年6月30日前
向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申请领取独生子女证，凭证
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待政策。

2016年1月1日以后自愿只生育一
个子女的夫妻，不再办理独生子女证，
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

省卫计委官网上的《四川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也与以上表
述一致，并明确2016年7月1日之后不
再办理独生子女证。2015年12月31日
前已生育一个子女且办理了独生子
女证的夫妻，在2016年1月1日后再生
育的，独生子女证作废，并从再生育
次年起停止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优惠待遇；已享受的奖励优惠待遇不
退回。已经领取独生子女证但证件遗
失的，可到原办证机构申请补办。原
办证机构已经撤销的，由承接其工作
的机构负责。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独生子女证 7月1日之后不再办理
办有该证者继续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待政策

根据今年新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领有独生子女证的夫妻及其子女、家庭享
受的相关政策不变，具体办法由省政府制定。

省政府网站上介绍了四川省对取得独生子
女证者给予以下奖励和优待：

一是每月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总和为
5~10元，即每对夫妇每年不低于60元或120元，每
年从取得独生子女证之月起发至子女18周岁止。
2013年省财政厅、省人口计生委发文，从2013年1
月1日起，将四川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标准提
高为每对夫妇每年不低于120元。夫妻双方均为
农村人口和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的
奖励金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专项经费中列支。

二是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职工中的独
生子女父母，退休时加发5％的退休金（但加发后
的比例不得超过100％）；企业职工中的独生子女
父母退休时，根据有关规定增发养老金。

三是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
家庭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
持、优惠。

森林幼儿园 让孩子们在树下上学
“四川企业家创新论坛”第五场今日开讲

四川奖励标准
2013年起提高为每年不低于120元

演讲主题：创造未来，从教育
开始

演讲时间：今日14：10~15：30
演讲地点：成都大学图书馆

学术报告厅
联合主办：成都商报、每日经

济新闻、成都大学宣传部
与会须知：请报名成功的读

者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演讲嘉宾

夏晨伶

18日起，成都商报“校长面对
面”新浪微博视频直播正式开播，连
续5天，我们共邀请到40所成都高中
名校的校长做客直播间，与考生和
家长“面对面”实时交流。

18日名校校长“面对面”直播观
看人数为16.2万人次，点赞11.4万。
昨日的直播数据再攀新高，校长“面
对面”直播观看人数共计25.1万人
次，点赞17.8万。

今日，成都商报直播间迎来树

德系等8所名校校长当“主播”。树德
中学校长陈东永将面对网友的提
问，树德中学光华校区副校长毛道
生，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树德中学
国际部等8所名校的相关负责人也将
与网友来一场“快问快答”。在有限时
间内，尽量深度解答考生、家长的各
种疑惑，解析树德系的办学之道。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张瑾 王勤
杜玉飞 实习记者 赵雨欣

相关报道见03版

企业职工中的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
根据有关规定增发养老金

09：20~10：05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10：05~10：50 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10：50~11：35 树德中学
11：35~12：20 树德中学国际部
14：00~14：45 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
14：45~15：30 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
15：30~16：15 成都49中
16：15~17：00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扫码安装
成都商报客户端

扫码关注
成都商报新浪微博

与名校校长“面对面”
两日点赞近30万

今日树德系等8所名校校长解答考生、家长的各种疑惑

今日直播

四川省
对取得独生子女证者

的奖励

每对夫妇
每年不低于120元 退休金

（养老金）

昨晚8点，万科召开投资者电话会议，万
科高级副总裁谭华杰表示：“我们的目标就
是绑定深圳地铁，此次重组跟万科大股东是
谁、股东结构是什么没有关系，事关全体股
东的利益和万科的未来。”

谭华杰在会上回应了“为什么万科要以
股权而不是现金购买深圳地铁集团的项
目？”这也是目前万科管理层与华润集团的
最大分歧。谭华杰首次披露了背后真相：交
易必须双方自愿，对方不同意，交易是做不
成的。“用现金购买，交易对手（深圳地铁集
团）答应的概率是0%！我们希望建立长期的
战略合作关系，没有股权关系，它以后死心
塌地跟着你，可能吗？”

对于投资者质疑地铁上盖物业开发项
目周期长，长期占用现金。谭华杰表示，许多
地铁上盖项目都存在这个问题，但难道就不
做了吗？他认为，地铁上盖物业项目回报率
高过非地铁上盖物业项目。

谭华杰还回应了为何引入深圳地铁集
团，而不是其他地铁轨道运营企业？他说，深
圳地铁具有唯一性，具有跨地域扩张能力，
有外地项目（包括非洲），同时也是国内地铁
运营企业中运营能力最好的。他初步估计，
万科召开股东大会大概在三四个月之后。

截至目前，手握万科股份最多筹码的
“宝能系”未有任何表态。这位万科股权争夺
战的始作俑者，已经成为左右局势的“关键
先生”，其持有万科股份达到24.29%。当势同
水火的万科、华润在接下来的股东大会上对
决之时，宝能无论偏向哪一方，都足以赞成
或者否决任何决议。不过“宝能系”恐怕已经
无心恋战。经过旷日持久的较量和无休止的
停牌之后，背负高杠杆的宝能或已失去耐
心，不再趟这个浑水才是最佳选择。

华润昨日也回应所谓洽购“宝能系”手
中股份的传言不实。

万科高级副总裁：
绑定深铁
关乎万科未来

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职工中
的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加发5％的退
休金（但加发后的比例不得超过100％）

成都商报讯（记者 康耕豪）由国家卫计
委基层卫生司指导的村医公益新媒体服务
平台启动仪式近日在成都举行。

据介绍，村医公益新媒体服务平台包括
《村医导刊》数字报、基层医生APP等，目的
是构筑一张覆盖全国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
人员的“基层医联网”，搭建政府与基层顺畅
快速沟通的平台，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让百姓获得实惠。

目前我国约有140万村医，分布在96万
家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其中50%为中专学历，
仅有17%获得了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
书，身份尴尬、培训晋升机会欠缺等问题日
益突出。

2016年，顺应“互联网+”的传播形式变
革，“基层医联网”可实现远程教育、远程互动
及远程会议，让基层医生培训、学习、沟通变
得便捷。确定简阳、新都、新津、汶川、芦山为
四川省重点试点地区，将探索一套以信息服
务为手段的精准健康扶贫模式。通过精准的
健康信息传播，将健康干预关口前移，减少更
多的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具有更好
的成本效益，也更具有探索的价值和意义。

基层医联网确定
简阳新都新津等
为四川重点试点地区

“我们的目标就是绑定深圳地铁，此次重
组跟万科大股东是谁、股东结构是什么没有关
系，事关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万科的未来”

“用现金购买，交易对手（深圳地铁集
团）答应的概率是0%！我们希望建立长期的
战略合作关系，没有股权关系，它以后死心
塌地跟着你，可能吗”

迎接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奖励金

标准

万科在港交所披露
已有高管卖出股票

6月19日，万科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披露
了万科自去年底停牌前6个月内，万科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经办人员等买卖万科
A的情况。公告显示，包括周彤、张纪文等万
科高管已经抛售了个人持有的万科股票。

披露显示，深圳万科总经理周彤在万科
停牌前6个月，卖出50万股万科A，清空所有持
股。万科高级副总裁、广深区域总经理张纪文
出售1379万股，目前剩余的万科A仅2.1万股。

公告显示，公布的24位自然人的身份，
全部来自于万科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
人员和经办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经办人
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选择持股数
量不变的仅有2人。

不过，万科首席风险官王文金、万科首
席运营官张旭通过股票期权行权分别增加
万科持股66万股和22.5万股。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相关报道见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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