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成“产-供-销”
完整现代农业产业链，
塑造西班牙特色的现代
农业自然景观

油橄榄
产业园

西班牙
风情园

包含西班牙美食艺术培训
中心、西班牙艺术家村落、
西班牙风格度假酒店、西
班牙风情文化村、西班

牙足球青训营

农耕
体验区

提供“前店后院”
纯西班牙式创作空间
及别样生活体验

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7月20日至21日 龙潭立交旁，三环路内侧 89895178 89895268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7月20日至21日 高新区剑南大道中段盛安街 84594321 18080993933 84594201

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7月20日至21日 锦江区百日红西路398号 62500279 62500307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7月20日至21日 光华大道一段东1341号 87460958 87466178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7月20日至21日 红星路一段37号 86918258 86932875

成都市第十一中学校（女子实验学校） 7月20日至22日 育婴堂街33号 86931139 86916269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7月20日至21日 成都市温江区花都大道东段489号 64888777 61715666

成都外国语学校 7月20日至21日 成都市高新区百草路东段35号附1号 87955597 64821156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外语学校 7月21日至22日 成都市机场路土桥段76号 85961001 67078500

学校名称 报到时间 地 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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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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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天府高质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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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淘汰瑞士
杀入八强

成都小升初公办校第二批和民办校随机派位结果3日出炉

四七九“三校四区”
7月20日至21日到校报到

3日上午，成都2018年小升初公办
学校第二批次和市直管民办学校小升
初随机派位，已如期举行。同时，区属
民办学校随机派位也在同一时间进
行。3日16:00，家长已可查询到派位结
果。被录取的学生和家长应及时与学
校联系，按学校规定时间及时到校办
理报到相关手续。

其中，公办学校第二批次和市直
管民办学校时间、地点和联系电话如
表格。

公办学校第二批次
随机派位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实际
派位计划为77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
名人数有779人，“摇中率”约为10%。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实际派位计划
为295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有
8624人，“摇中率”约为3%。

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中心城区实
际派位计划311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
名人数5298人，“摇中率”约为6%；树
德中学外国语校区面向郊区（市）县派
位计划30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
数有665人，“摇中率”约为5%。

石室中学北湖校区实际派位计划

300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有
5840人，“摇中率”约为5%。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实际派位计划
为254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有
6307人，“摇中率”约为4%。

成都十一中由于通过资格审查的
报名人数小于学位计划数，因此直接
录取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

市直管民办学校
随机派位情况

成都外国语学校随机派位计划

273人，报名参与该校派位的学生1948
名，“摇中率”约为14%；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外语学校随机
派位计划103人，报名参与该校派位的
学生365名，“摇中率”约为28%；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随机
派位计划77人，报名参与该校派位的
学生897名，“摇中率”约为9%；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随机派位
计划300人，报名参与该校派位的学生
1737名，“摇中率”约为17%。

此外，3日下午，各个民办学校摇号

录取名单也陆续公布，具体详细录取情
况，请关注成都商报客户端、成都儿童
团官方微信、成都商报教育发布官方微
信相关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3日，中西田园综合体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在天府新城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根据协议，天府新
区成都管委会、中建西南设
计院、西班牙四川总商会将
共同打造以油橄榄大地生
态景观和产业园为核心，以
西班牙特色文化、艺术、美
食等欧洲资源为产业配套
的“农业+文创+新农村”的
多功能、复合型、创新性的
区域田园综合体。

据了解，中西田园综合
体项目选址于天府新区煎茶
街道，项目区范围总面积约
2000亩，预计总投资约10亿
元。重点打造油橄榄产业园、
农耕体验区、西班牙风情园
等特色产业项目，最终形成
产村相融、三产互动、城乡统
筹的综合示范效应。

中西田园综合体项目
中，油橄榄产业园以现代农
业种植为基础，引入西班牙
油橄榄新品种，打造油橄榄
核心种植区、景观示范区，依
托油橄榄种植，衍生发展油
橄榄加工、创新研发实验基
地，形成“产-供-销”完整的
现代农业产业链，实现区域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塑造具
有西班牙特色的现代农业自
然景观。同时，修建亲近田园
生活的农耕体验区，提升艺
术创作环境和品质，提供“前
店后院”纯西班牙式创作空
间及别样生活体验。西班牙
风情园包含西班牙美食艺术
培训中心、西班牙艺术家村
落、西班牙风格度假酒店、西
班牙风情文化村、西班牙足
球青训营。据介绍，项目全面
建成投入运营 3 年后，预计
将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000
万元/年，每年吸引游客100
万人次。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柯娟

中西田园综合体项目签约中西田园综合体项目签约
在成都就能体验地道西班牙风情
项目选址天府新区，总面积约2000亩，预计总投资约10亿元

成都打造田园综合体有优势
可融入川西林盘等本土特色

田园综合体
乡村新型产业
发展亮点

继特色小镇后，“田园综合体”
概念热了。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
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
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是在城乡
一体格局下，顺应农村供给侧结构
改革、新兴产业发展，结合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实现中国乡村现代
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
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

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田
园综合体”被称作乡村新型产业发
展的亮点，并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
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
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
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

在成都，“天府源田园
综合体”正如火如荼地建
设。作为国家首批15个、四
川省首个试点项目，该项
目将计划总投资21亿元，
对规划区内的胥家镇、天
马镇13个社区36.6平方公
里的区域进行综合打造。

田园综合体的构成是
什么？成都有何优势？记者
近日专访了第一太平戴维
斯华西区项目及开发顾问
部董事李绅。作为新兴地
产领域的资深行业专家，
李绅参与了多个田园综合
体项目的运营打造，他在
采访中总结出了一份田园
综合体的“成都攻略”。

应用本土元素 引入国际资源

“打造田园综合体，成都优势明
显。”在李绅看来，成都本地人周末近郊
旅游的消费指数较高，为田园综合体的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田园综合体也是成都发展的重要
方向。”李绅表示，自去年起，成都陆续出
台了相关政策，从土地、财税等方面给予
支持，促进田园综合体建设。同时，本地国
企央企也陆续布局相关项目，积极响应。

李绅建议，本地文化元素的应用是
发展的关键。“例如川西林盘、川西民
居等本土特色，以及坝坝宴等回归本
源的文化记忆。”此外，在非物理元素
层面，他希望成都引入更多国际的资
源和模式，在产品打造、招商运营上
有更多创新发展。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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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要注重“三个结合”

李绅认为，田园综合体由五大
功能板块体系构成，景观吸引核是
吸引人流、提升土地价值的关键；
休闲聚集区是田园综合体休闲化
主要功能部分；农业生产区是生产
性主要功能部分；居住发展带是城
镇化主要功能部分；社区配套网是
城镇化支撑功能部分。而所有功能
的承载对象则是高效农业、乡村休
闲与文化创意。

在李绅看来，田园综合体的运
营关键是要注重“三个结合”——
田园空间与居住或工作空间的有
机结合，农业产业功能与休闲功能
的有机结合，农业产业功能与文化
产业的有机结合。

■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突出品德、能力、
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
质量、贡献、影响

■按照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方向要求，分类完
善职称评价标准，不将论文、外语、专利、计算机
水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基层一线人才职称评审的
限制性条件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部署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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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
锐平在京开展投资促进活动，走
访拜会了亚马逊公司和中国外运
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并出席青白
江区与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
司共建国际多式联运及商贸物流
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川视察时指出，要努力打造新的
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刚刚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四向
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
态势。

此次活动是我市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主动担当“主干”责
任，充分利用外经外贸外事资源，
提升对外开放能力水平，高水平打
造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加快建设

“一带一路”开放高地的一次实践。
亚马逊公司是全球第二大互

联网企业。会见中，双方表示，要
深刻把握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时
代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
在跨境电商、云计算服务等领域
战略合作，在蓉设立创新中心和
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产业生态圈、

创新生态链，助力成都在全球范
围内配置资源和市场，加快建设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是我国领先的海运代理企业和无
船承运人，网络覆盖全球大部分
地区。双方会见时表示，要主动服
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
际多式联运及商贸物流建设，推
动中欧班列增量提质，将通道功
能转化为跨境经济；依托国际空
港、铁路港，构建“空中丝绸之路
走廊”和“国际陆海联运走廊”，形
成以成都为核心的立体大通道和
全球供应链物流体系；借助企业
国际资源运用能力，帮助产业功
能区内企业转型升级，助力成都

“一带一路”开放高地建设。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

铁路港配套商贸物流园区，推进
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发展，拓展国
内多式联运，探索运贸一体化和
自贸区金融创新。项目建成后，将
助力成都国际铁路港成为国际型
多式联运枢纽，有利于降低企业
综合成本，提升成都对适铁适欧
的外向型产业集聚能力。

市领导刘筱柳参加活动。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 常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七一”前后，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范锐平，市委副书记、市
长罗强等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了
基层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向
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致以
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简阳市是我市脱贫攻坚任务
较重的区（市）县之一。6月28日，
范锐平前往简阳市围绕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开展蹲点调研，期
间专程来到平泉镇荷桥村走访慰
问了部分困难党员群众。

72岁老党员樊德文患有风湿
病及高血压，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范锐平走进樊德文家中，与老人
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日常生活、
身体健康、医疗保障等情况，感谢
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的贡
献，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多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范锐平又来到因病致贫的
村民樊朝均家里，详细了解其家
庭生活情况。得知樊朝均通过产
业扶持、技能培训等帮扶措施，
去年家庭年收入比3年前增加了

两万元时，范锐平勉励他继续努
力提升自身技能水平，自力更生
增收致富，争取过上更加幸福美
好生活。

简阳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
作，去年有116个贫困村退出，2.5
万多户、7.6万多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范锐平叮嘱当地党委
政府，要切实解决好老党员、贫困
户实际困难，特别是要抓住“东
进”战略实施重大机遇，以特色产
业为依托，进一步提升困难群众
造血能力。

7月3日，罗强来到简阳市飞
龙乡协义村，看望慰问老党员和
生活困难党员钟爵文、朱高和。
钟爵文，72岁，41年党龄，热心公
益和村集体事业。朱高和，68岁，
40年党龄，参加2016年协义村易
地扶贫搬迁，虽已入住新家，但
家庭收入来源少，生活比较困
难。在两位党员家中，罗强与他
们深入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
身体和生产生活情况，叮嘱当地
党委政府一定要照顾好老人的
生活，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让
他们安度晚年。 紧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
斐）近日，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2018年第三次会议暨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百日攻坚行
动推进会举行。市委副书记、市
长、领导小组组长罗强主持会议
并讲话。

罗强指出，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任务艰
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继
续推进“三治一增”，深入实施大
气污染防治“650”工程，强化精准
管控，坚持“以日保旬、以旬保月、
以月保季、以季保年”，一天一天

地抠优良天气，确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一要抓好臭氧污染防控，
严格落实《成都市2018年夏季臭
氧污染防控行动方案》，强化工业
源及建筑工地、汽修行业等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管控。二要抓好重
点区域周边环境精准管控，严格
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责任，
加大重点区域工地扬尘及道路扬
尘管控力度。三要严控移动源污
染，坚决打好柴油货车及非道路
移动机械污染治理攻坚战，加大
路检场检执法力度，大力推广新
能源汽车应用。 下转02版

范锐平在京开展
投资促进活动

范锐平罗强等市领导
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群众

强化精准管控
扎实抓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
罗强主持召开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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