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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近年来，各

地区各部门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持续开展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打击治理，取得了初步成
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
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系统观念、

法治思维，注重源头治理、综合
治理，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
治，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
施和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
业监管主体责任，紧转02版

记者9日从教育部了解到，针对长
期以来存在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分
离、衔接意识薄弱、过度重视知识准
备、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教育部近
日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
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部署推进相关改革。

《指导意见》要求，各省（区、市）要
以县（区）为单位确立一批幼小衔接实
验区，遴选确定一批试点小学和幼儿
园，先行试点，分层推进。2021年秋季
学期启动幼小衔接试点，2022年秋季
学期全面铺开。

幼儿园不得布置
读写算家庭作业

《指导意见》强调，小学严格执行
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各类考试、竞
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

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幼儿园不得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

容，不得布置读写算家庭作业，不得设
学前班，幼儿园出现大班幼儿流失的
情况，应及时了解原因和去向，并向当
地教育部门报告。

教育部门应根据有关线索，对接
收学前儿童违规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
机构进行严肃查处并列入黑名单，将
黑名单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对办学
行为严重违规的幼儿园和小学，追究
校长、园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

一年级上学期
设为入学适应期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改变过
度重视知识准备，超标教学、超前学习
的状况，规范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的

教育教学行为，合理做好入学准备和
入学适应，做好科学衔接。

大班下学期要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
做好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多方面的准备，
建立对小学生活的积极期待和向往。要
防止和纠正把小学的环境、教育内容和
教育方式简单搬到幼儿园的错误做法。

《指导意见》提出了“小学实施入
学适应教育”。小学将一年级上学期设
置为入学适应期，重点实施入学适应
教育，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和综合实践
活动主要用于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活
动，确保课时安排。

同时，要改革一年级教育教学方
式，国家课程主要采取游戏化、生活化、
综合化等方式实施，强化儿童的探究
性、体验式学习。要切实改变忽视儿童
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的现象，坚决纠正
超标教学、盲目追赶进度的错误做法。

教育部发文推进幼小科学衔接，今年秋季学期启动试点

幼儿园不得设学前班
一年级教学游戏化生活化

习近平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措施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成都将全球征集合作伙伴

共建设计领域“朋友圈”
共绘公园城市美好蓝图

对于完善家园校共育机制问
题，文件中也有明确指导方向。幼
儿园和小学要把家长作为重要的
合作伙伴，建立有效的家园校协同
沟通机制，引导家长与幼儿园和小
学积极配合，共同做好衔接工作。

要及时了解家长在入学准备
和入学适应方面的困惑问题及意
见建议，积极宣传国家和地方的
有关政策要求，宣传展示幼小双
向衔接的科学理念和做法，帮助
家长认识过度强化知识准备、提
前学习小学课程内容的危害，缓
解家长的压力和焦虑。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缓解家长的
压力和焦虑

三联结缘成都背后，不仅是建
筑空间的理念创新和价值更迭，更
是城市的人文辉映和情感认同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
成都就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美好

城市的一个样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
成都是美好的、人性化的，洋溢在

这座城市中有浓厚的人文气息。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刘家琨：
西村大院的核心是包容，这是成都

的精神。

一本名刊

一座名城
与

讲述城市与人文相辉映的春天故事
三联书店曾被杨绛先生誉为“知识分子

精神家园”，它所坚守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
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由《三联生活周
刊》2020年首次发起主办的建筑/城市评奖，
重新开启对城市和人文的再思考。

4月8日，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典
礼在成都举行，成都西村大院被评选为典范
之一。这不是三联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成
都。此前，还有不断尝试读懂成都的文章、开

在宽窄巷子的三联韬奋书店……
三联结缘成都背后，不仅是建筑空间的理

念创新和价值更迭，更是城市的人文辉映和情
感认同。正如此次三联人文城市奖《成都宣言》
所昭示的——“人，才是城市的目的与尺度”，
只有真正于细微处显现人文关怀和最大程度
包容理解的城市，才能让人情有所寄，心有所
归。这正是成都给予城市发展模式的典范，也
是成都在时代淘洗中历久弥新的价值。

场景重构联结
从西村大院的获奖，不难看到成都这座

城市独有的空间秘密。盆地类型的空间状
态，避免外部空间沦为中心的边缘附属品，
保留作为公共空间的完整性和空间感……
这是一个属于成都人的公共空间，不仅可以
散步、跑步，大院内有体育场、艺术中心，还
有可以举办市集的休闲场地。

“在这个城市挖掘出更多‘活色生香’的
日常生活元素，并结合在城市建筑中，能让生
活更加热气腾腾。”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
人、主持建筑师，三联人文城市奖入围建筑师
刘家琨在成都的行走之中，感受到日常生活
的活力和创造力，进而体会到成都的包容性。

的确，4500年文明史、2300年建城史的
成都，有丝竹之盛，也有“交子”之新。成都就

像她最具代表性的川菜名片麻婆豆腐，鲜
烫、热辣，暖胃、暖心。

这样的城市气质，总是体现在各种日常
建筑空间里。如太古里，借用多元化的历史人
文场域，注入了国际化、宽画幅的艺术人文视
野；如市井小巷，无论是茶座中的龙门阵、还
是热火朝天的火锅局，总透着生活之趣与市
井之味；如金牛区荷花池片区，城市更新的典
型案例见证了城市的时尚变迁……

这种本土性和日常性，赋予城市生活以意
义、体验和情感共鸣。在“场景之父”特里·克拉
克看来，多种场景元素叠加在一起，能够进一
步增强“地点”作为美好生活体验和美学意义。

在人与空间的联结中，在人与城市的共
鸣中，一座城市的归属感由此而起。

城市价值与人文辉映
当互联网放大了城市竞争和区域流动

性，一座城市能提供怎样的场景，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它能吸引怎样的人群。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记下了一
个成都故事，几十年不曾褪色。多年前，他来到
成都，在春熙路附近的一家“苍蝇馆子”吃饭，
点了一份糖醋排骨，还有米饭，看店的小女孩
为他免费送来一碗汤。“一瞬间，我感受到这座
城市迷人的生动性、人情味，成都的吸引力都
来自于人，对人善意的态度。迷人瞬间的诗意
不是来自硬件环境和漂亮设计，只有人性光
辉闪烁才是这座城市迷人的瞬间”。

就像成都最为知名的“火锅”，它代表了
一种包容和谐的哲学，成都其实有着博大风
雅的品性。这座城市的市民既敢于挑起历史

担当，又生活乐观，涵养出上善若水的社会
风气，友善公益的现代价值与厚重包容的传
统价值达成微妙的平衡。

烟火成都，是一幅生活画卷。这里有着许
多人都渴望的机会，也有着来自不同地方在
此汇聚的人们。难怪，成都已成为当代年轻人
奋斗和生活的最佳选择之一。这里，用包容托
住生活的重量，安放每个人的梦想。

2015年至2019年，成都常住人口分别比
上年增加23万、126万、12.7万、28.5万、25.1万。
成都，像磁极一样吸引着新居民，“像成都人
那样生活”成为风尚。有理由相信，从“优雅时
尚”的文化魅力到公园城市涵养的生活美学，
从绿道雪山映衬到城市人文辉映，成都给出
了人文城市的一种全新实践探索。

4月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设计咨询集团获悉，
集团将于4月15日举行全球征集
合作伙伴发布会。通过此次征集，
希望建立起成都与世界顶级设计
咨询机构合作发展的“朋友圈”，
共绘公园城市美好蓝图。

面向全球
精挑战略“合伙人”

成都设计咨询集团因公园城
市而生的，于2021年1月13日在成
都东部新区成功注册，总注册资
本金30亿元，将助力成都打造公
园城市理论策源地和标准输出
地。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成都坚
持以公园城市理念全面推动城市
规划思维、建设方式、管理体系和
营城模式变革，正在打造承载美
好生活向往的未来之城。这对于
设计咨询行业而言，大有可为。”

此外，今年年初，成都推动建
设“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新
建5000条社区绿道；打造14个
TOD综合开发示范点；以天府锦
城、一环路和锦江两岸子街巷改
造、二环路高线公园建设等城市
品质提升重大工程为牵引，全面
加速老旧小区、棚户区和城中村
改造进程；龙门山修复大熊猫栖
息地30万亩、龙泉山增绿增景25
万亩，建设“东部森林”40万亩；建
成天府绿道超过10000公里，打造
公园小区1000个，每年营造公园
城市示范场景1000个……“一个

个项目，是通向幸福美好生活的
路径，也是一份份巨大的机会清
单。”该负责人说。

众多国内外顶尖机构
有意“入伙”

此前，该集团已经向全球顶
尖机构与头部企业发出邀约，目
前已经确定意向的公司或机构上
百家。

“公园城市这个定位使成都
具有很多独特的魅力，我们很看
好成都的发展前景。”中国建设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裁、执行董事孙英说。全球
五大建筑事务所之一的Aedas凯达
环球主席及全球设计董事Keith
Griffiths（纪达夫）表示，成都是一个
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同
时又富有创新精神。“我们将通过对
于当地文化的深度理解，促进成都
作为公园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谈到此次发布会的意义，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石楠表示，实现公园城市理
念，离不开良好的规划设计和管
理，优秀的规划设计能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支撑，这也是满足人民高水
平、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希望此次征集，建立起成都
与世界顶级设计咨询机构合作发
展的‘朋友圈’，共绘公园城市美
好蓝图。”成都设计咨询集团负责
人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4月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获悉，成都公积金（含省级分中心
和石油分中心，下同）2020年年度
报告出炉。2020年，成都公积金实
现 缴 存 额 570.00 亿 元 ，提 取 额
356.64亿元，在提取职工中，中、低
收入人群占85.99%。公积金贷款额
共计309.54亿元，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人群，93.23%是首次使用公
积金贷款，中低收入者占92.29%。

去年，成都公积金缴存规模
持续增长。2020年，成都公积金缴
存 额 570.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83%；缴存余额1589.24亿元，
同比增长15.51%；缴存总额突破
4000亿元；新开户单位15364家，
净增单位8590家；新开户职工
54.68万人，净增职工20.41万人。

记者了解到，2020年，成都积
极争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

积金制度全国试点，并已获批，住
房公积金制度的受益群体将不断
扩大。

在支持住房消费方面，随着住
房公积金受益面的不断扩大，提取
业 务 稳 步 增 长 。2020 年 ，成 都
126.47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
积金356.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16%、12.12%。其中，住房消费类
提取302.65亿元、占比84.86%。

2020年，成都6.75万户职工
家庭使用了住房公积金贷款，贷
款 额 309.5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58%，支持职工购建房730.21
万平方米。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力
保障了中低收入人群，贷款职工
中，中低收入群体占92.29%。同
时，住房公积金贷款更有力保障
了住房刚需，贷款职工中，首次申
请贷款占93.2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成都去年公积金贷款超309亿元
贷款人群中，中低收入者占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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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里“请就坐”公共艺术装置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

斐）昨日，第二届天府大数据与新
经济发展论坛在天府国际会议中
心以“线下+云上”的方式拉开帷
幕。论坛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企业、金融及投资机构代表参
会，旨在为政产学研各界搭建合
作、交流、推介、展示的国际平台，
共话超算背景下的数字经济发展
大势，助推成都新经济高质量创
新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凤朝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凤朝首先代表市委、市政
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成都经
济社会发展各界朋友表示感谢。
他说，近年来，成都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积极拥抱数
字经济时代浪潮，应时而谋、抢抓
机遇，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双轮驱动，加快推动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
经济发展规模和影响力保持全国
领先水平。当前，成都坚持把算力
提升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成都
超算中心，作为中国西部首个国
家超级计算中心，将加速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产业聚集发展。希望
大家关注关心成都数字经济发

展，希望国内国际数字经济知名
企业深化在蓉投资，进一步共享
机遇、共谋合作、共创未来。成都
将秉持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
理念，与全球科研工作者和创新
企业家携手，共同探索超级计算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融合应
用场景，大力推动数据开放、大力
盘活数据资产，加快建设数字政
府、智慧城市，谱写数字经济繁荣
发展新篇章。

开幕式上，诺贝尔奖得主罗
伯特·恩格尔、罗伯特·默顿、图灵
奖得主雷伊·雷蒂通过视频连线
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维、创新方法研究会理事长刘
燕华、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中心
常务副主席张景安、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教授谢平等专家学
者在现场作主题分享。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桂蓉、于
俊崇，国务院参事王辉耀、石勇；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西南石
油大学党委书记赵正文，西南民
族大学校长刘玉彬，四川大学副
校长李蓉军；副市长曹俊杰，四川
天府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陈历章，市政府秘书长周先
毅等参加开幕式。

第二届天府大数据与新经济
发展论坛昨日启幕

王凤朝出席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