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口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一、对口招生本科批
农林牧渔类 580分；土木水利类 570分；财经商贸类

585分；计算机类 577分；电子信息类 517分；加工制造类
550分；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561分；旅游类 535分；餐饮类
480分；轻纺食品类 517分；医药卫生类 521分；材料与资
源环境类 306分；教育类 513分；汽车类 494分。

二、对口招生专科批
各专业类别均为140分。

一、文科
本科第一批：538分；本科第二

批：466分；专科批：150分。

二、理科
本科第一批：515分；本科第二

批：426分；专科批：150分。

普通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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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
考试委员会审议通过，我省
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录
取控制分数线已划定。现公布
如下：

“目前，成都已委托中国环科院
编制成都‘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已形成成都‘无废城市’全域整体推
进建设方案，构建了63个指标体系。”
6月23日，在四川、重庆两地生态环境
部门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核安全总工程师吴清
南透露了这一讯息，将努力建设制
度、技术、市场、工程“四大体系”，全
力打造资源循环与减废降碳的“成都
答卷”。同时，“十四五”期间成都还将
进一步加强固废处置利用设施规划
建设，建设60余个固废处置利用设
施，不断增强固废处置利用设施保障
能力。

事实上，成都高度重视固废领域
政策体系建设，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导
向，先后颁布实施了《成都市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攻坚方案》《成
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都市美
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例》等15个政
策法规，为有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提
供了支撑。目前，已经建成工业危险
废物处置利用经营单位27个（家），综
合利用处置率99.4%；建成医废处置
设施1座，处置率100%；建成9座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基本实现原生生活
垃圾零填埋；建成11座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设施，资源化利用率55%；生活
垃圾四分类覆盖1.8万余个小区，覆
盖率100%。

吴清南介绍，下一步，成都市将
统筹农业、工业、生活各方面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工作协同推进，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高质量抓好“无废城市”
建设。同时，将建立成渝危险废物能
力总体匹配、省域间协同合作危险废
物处置体系，积极开展绿色园区建
设，打造“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
环经济静脉产业园，积极探索生活垃
圾分类新路径，高效助推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暑期游启动
三大OTA平台联手推荐成都

在成都市锦江区“山上·文明
里”活动现场，精致灯饰装点着露
营帐篷和天幕，唱片机、露营桌椅
和有趣的咖啡车一应俱全，现场街
头艺人唱着动听的歌曲，市民、游

客坐在舒适的露营椅上，一边吹着
夏天的风，一边听着音乐，感受公
园城市全新文旅生活方式。

本次活动，为全国游客送上了
一份精美的文旅大礼包。活动现
场，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何
丽通过现场直播，为全网市民、游
客奉上了一道“蜀气十足”的暑期
游套餐。她表示：“成都不仅有诗意

雅致的西岭千秋雪，壮阔秀美的都
江堰—青城山，承古现今的天府古
镇，雅趣自然的川西林盘，憨态可
掬的萌宠大熊猫，麻辣鲜香的川味
美食，还有一批高品质的文博艺术
展览和演出供君鉴赏，更有多条暑
期亲子研学旅游精品线路任君挑
选，以及绿道、民宿、钟书阁、丹景
台、天府艺术公园等一波公园城市
网红新场景候君打卡。”

活动现场举行了2022年暑期
游启动仪式，还发布了10大类别
100条暑期旅游线路和400余场暑
期文旅活动。

暑期游特色主题线路分为研
学亲子·探成都、消夏避暑·游成
都、星空露营·宿成都三大板块，让
这个暑假变得充实而有趣。暑期游
产品则更加精彩，展览、研学、讲
座、演出等，一个都不少。

在研学亲子·探成都板块，为
市民游客推荐了拾野博物馆、白鹤
滩国家湿地公园、成都非遗博览园
等地点；在消夏避暑·游成都板块，
为市民游客推荐了黄龙溪古镇、欢
乐田园、稻乡渔歌等地点；在星空

露营·宿成都板块，则推荐了环城
生态公园绿道、三道堰古镇、白鹿
音乐小镇等地点。

同时，为丰富全网市民游客的
出行选择，本次活动特邀请携程、
同程、飞猪三大OTA平台代表到现
场，结合音乐剧演出，将成都文旅
丰富的暑期游产品进行了全面推
介。其中，携程旅行重点推介了四
类成都暑期宝藏露营地线路；飞猪
旅行侧重介绍了以成都风物为基
础的暑期美食之旅、剧本杀之旅及
房车旅行线路；同程旅行则重点推
出了三条以川剧、川菜等为主的成
都传统文化沉浸式体验线路。

发布100个生活美学新场景
可一键导航至新场景

此次活动现场，还发布了100
个2022最成都·生活美学新场景。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成都市委
市政府《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
大工程的意见》，在“十四五”期间，
成都将每年推出100个，共计推出
不少于400个新场景。 下转02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
银行、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
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
近日印发《关于推动阶段性
减免市场主体房屋租金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自身
实际，统筹各类资金，拿出务
实管用措施推动减免市场主
体房屋租金，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生效。

通知要求，被列为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
行政区域内的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
有房屋的，2022年减免6个
月租金，其他地区减免3个
月租金。对出租人减免租金
的，税务部门根据地方政府
有关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鼓励国有
银行对减免租金的出租人

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
贷款等支持。

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机
构（或部门）负责督促指导所
监管国有企业落实租金减免
政策。非国有房屋出租人对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减免租金的，除同等享受
上述政策优惠外，鼓励各地
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优惠。

据新华社

一本线：文科538分 理科515分
二本线：文科466分 理科426分

6月23日
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和考生成绩

普通类高考志愿安排在通知
考生成绩之后填报

6月25日17:00
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截止
6月29日17:00

其余本科和对口招生志愿填
报截止

7月5日17:00
专科志愿填报截止
艺术体育类高考志愿安排在

通知高考成绩且公布各类专业招
生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后填报，
截止时间为6月29日17:00

7月初至8月中旬
开展招生录取工作

这些时间点要注意

在成都寻找向往的生活
100个生活美学新场景、100条暑期旅游线路来了

100个2022最成都·生活
美学新场景、10大类别100条
暑期旅游线路、400余场暑期
文旅活动……为把握暑期游
契机，促进文旅消费，6月23
日，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主办的“‘向往的生活在成
都’—2022‘最成都·生活美
学新场景’发布暨暑期游启
动仪式”圆满举行。

本次活动围绕“发现新
场景、发展新旅游、培育新消
费”，采取直播、推介、发布形
式，邀请成都文旅金牌推介大
使、导游自媒体达人，以沉浸
式艺术表现形式，通过一场新
颖、轻松、富有特色发布活动，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成都暑
期游的新场景、新线路、新活
动，以此向全国游客送上了一
份精美的文旅大礼包。

八部门：确保阶段性减免市场主体房屋租金政策落地见效

启动“无废城市”建设

成都已构建
63个指标体系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3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
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总统博
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
莫迪出席。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花团锦簇，
金砖五国国旗整齐排列，与金砖标
识交相辉映。

晚8时许，金砖五国领导人集体
“云合影”，会晤开始。

习近平首先致欢迎辞。习近平
指出，回首过去一年，面对严峻复
杂的形势，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
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加强
团结协作，携手攻坚克难。金砖机
制展现了韧性和活力，金砖合作取
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果。本次会晤正
值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
金砖国家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大国，要勇于担当、勇
于作为，发出公平正义的声音，坚
定战胜疫情的信念，汇聚经济复苏
的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共同为
推动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智
慧，为世界注入积极、稳定、建设性

力量。
习近平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

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的
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冠肺
炎疫情仍在蔓延，人类社会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16年来，面对惊涛骇
浪、风吹雨打，金砖这艘大船乘风破
浪、勇毅前行，走出了一条相互砥
砺、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站在历史
的十字路口，我们既要回望来时路，
牢记金砖国家为什么出发；又要一
起向未来，携手构建更加全面、紧
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同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第一，我们要坚持和衷共济，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一些国家力
图扩大军事同盟谋求绝对安全，胁
迫别国选边站队制造阵营对抗，漠
视别国权益大搞唯我独尊。如果任
由这种危险势头发展下去，世界会
更加动荡不安。金砖国家要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公道、反
对霸道，维护公平、反对霸凌，维护

团结、反对分裂。中方愿同金砖伙
伴一道，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见
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
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
的新型安全之路，为世界注入稳定
性和正能量。

第二，我们要坚持合作发展，共
同应对风险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
和乌克兰危机影响交织叠加，为各
国发展蒙上阴影，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危机会带来
失序，也会催生变革，关键取决于如
何应对。金砖国家应该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互联互通，共同应对减贫、
农业、能源、物流等领域挑战。要支
持新开发银行做大做强，推动完善
应急储备安排机制，筑牢金融安全
网和防火墙。要拓展金砖国家跨境
支付、信用评级合作，提升贸易、投
融资便利化水平。中方愿同金砖伙
伴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
实，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再出发，构建全球发展共同
体，助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
的全球发展。 紧转02版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

活动现场

成都，为“平凡”的
他们点赞！

“平凡之善”授奖暨首批文明
公益大使聘任仪式举行

三环路“救人英雄”群体在内
的38人获先进典型称号

0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彭惊 摄影报道

6月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并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
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的重要讲话。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
出席。 新华社发

一、本科
藏文专业
文科：350分； 理科：325分；
彝文专业
文科：390分； 理科：345分。
二、高职（专科）
文科：150分； 理科：150分。

藏彝文一类模式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

扫码获取文、理科
成绩分段统计表

四 川 2022 年 高 考 分 数 线 出 炉

据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