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冕）

成都市教

育局下发了今年中职学校分专业招生

计划， 考生和家长可登录www.cdedu.

gov.cn查询相关学校招生计划。根据市

教育局要求，中职学校将严格按照计划

进行招生录取。市级重点及以上专业报

经市教育局审批后，可在一定范围内增

加录取人数，专业招生计划数为50~100

人的增幅不超过5%，100~150人的不超

过10%，150~200人的不超过20%，200人

以上的不超过30%。

成都中职专业招生计划公布

成都商报讯（记者 贺华玲 ）

昨日，

四川省中小企业协会与成都（川藏）股

权交易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

四川省中小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有了新

的平台。 四川省中小企业协会会长伍丕

光表示，“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全省中小企

业一旦符合条件，即可在成都（川藏）股

交中心挂牌，获得定向增资、股份转让等

多种融资渠道。”

据了解，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

心是全国唯一一家跨省区区域性股权

交易场所， 目前有197家企业在该交易

中心挂牌，今年预计挂牌企业达300家。

符合条件中小企业

可挂牌交易股权

昨日，省政府公布《四川省物流业

发展中长期规划（2015~2020年）》（以

下简称《规划》）。到2020年，将四川建

成为西部物流中心和连接丝绸之路经

济带、长江经济带的物流枢纽。

成都为核心

另建5个物流增长极

近年来，四川物流业发展较快。2014

年， 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达到5.48万亿元，

比2010年增长57.8%； 物流业增加值达到

1586.79亿元，比2010年增长65.8%，物流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6%。

四川希望到2020年， 基本建立货畅

其流、经济便捷、服务高效、安全可靠、绿

色环保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进一步强

化成都作为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和全省

物流主枢纽的核心地位， 引领全省物流

业快速发展。

其次，四川将发展五个物流增长极。

沿江物流增长极是利用泸州、宜宾、乐山

地处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 而川北物流

增长极是利用绵阳、 广元地处北上黄金

通道及“川陕甘”接合部的区位优势。川

东北物流增长极则是利用达州、 南充、广

安、巴中地处“川陕鄂渝”接合部的区位

优势。 攀西物流增长极是利用攀枝花、西

昌地处“川滇”接合部和雅安地处“川

藏”接合部的区位优势。川中物流增长极

是利用遂宁、内江、自贡、资阳地处成渝经

济区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和土地、劳动力

价格较低的成本优势。

连通东部沿海

成都将开行电商专列

按照《规划》，四川将大力发展与

航班直接接驳的联程公路班车、铁路班

列，实现航空货流无缝衔接。除此以外，

为了更好地连通海上丝绸之路，四川将

推动开行成都与东部沿海城市间的直

达电商专列。

同时， 四川将支持和促进蓉 （渝）

穗、蓉沪“铁水”联运班列增收上量，支

持“蓉亚班列”开行，打造成都通往中亚

各国的铁路国际联运新通道。 开通成都

至广西北部湾 “海铁” 联运 “五定班

列”，并做好开通成都经昆明至仰光“海

铁”联运“五定班列”的前期工作。在

“公铁水”方面，开通成都至宜宾港、泸

州港、重庆港集装箱城际货运班车，形成

成都至长三角“公铁水”联运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四川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出台

成都电商专列将直达东部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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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最热岗位

侨联台办

22个岗位

无人报考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迅 ）

昨日，省

政府发布通知，根据省人民政府第79次

常务会议决定，任命蔡竞为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主任，罗治平、曹代学为四

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任命王晗为四

川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挂职两年）。

同时，宣布免去：叶壮的四川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职务；薛康、张晋川

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曹

代学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职务； 罗治平的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

职务。

房产中介

较新二手房普遍开始调价

3月底，国务院六部委密集发声，土

地、金融、财税等方面利好楼市的政策

纷至沓来， 满2年的普通住房房源转让

可以免征营业税，二套房首付比例降至

40%……

新政发布后，房产中介纷纷开启加

班模式，在武成大街附近的一家房产中

介，经纪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最近两

天来电咨询数量比平时多了不少，部分

来电是按捺不住的房东上调了最低成

交价格。

这个经纪人举了一个例子， 一套

142平方米户型的房源之前谈好的成交

底价是180万元，免征营业税后，房东来

电将价格调整到了185万元。“这套房子

产权刚满2年， 营业税免征后省掉了八

九万，房东当然不愿意把利益都让给买

家。”经纪人表示，从3月31日新政出来

后，调价的房东还不少。

据业内预计，虽然部分房东调价或

惜售，但是新政将推动二手房的挂牌量

出现明显上升， 从而进一步激活市场。

“不少房东开始挂牌， 因为之前都还不

满5年，现在可以放心免税了。”落虹桥

一家中介经理表示。

首付降低

建设银行已启动调整

继二套房新政公布后，昨日记者了

解到，建设银行反应非常迅速，不少中

介都已经接到建行下调首付的通知，普

通住房二套房贷款最低比例从以前的

六成调整为四成。

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

低于40%， 势必带来购房者首付款和按

揭贷款的一个结构调整。仔细计算就会

发现，降低首付比例，并不意味贷款成

本降低了，首付降低，利息总额实际上

增加了。贷款首付的调整，事实上是让

改善型购房者积极入市，降低入市门槛

和成本。

对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利好，多

数市民表示出了担心，新政会不会让房

价再次上涨？记者采访发现，多位开发

商都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会盲目涨价。

对购房者来说，目前或许是最好的入市

时机。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楼市新政

逐步落地

二手房市场

已经升温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冕 ）

去

年9月，位于九里堤街道的沙河源

配套幼儿园开园招生。 该园由一

级园成都十六幼领办， 取名为锦

西幼儿园。记者从金牛区教育局了

解到，该园是《成都市幼儿园管理

办法》 出台后首家建成移交并举

办为公办园的公建配套幼儿园，今

明两年， 金牛区还将再建14所公

办幼儿园。

据金牛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金牛区拥有机关二幼、

机关三幼、成都四幼、十六幼等

一批名园，金牛区将利用这些名

园资源，采用名园领办和集团发

展相结合的方式来发展新建公

办园。金牛区还投入了100万元，

启动 “幼儿园后备干部启明星

行动计划”，安排了20名后备干

部到示范园挂职副园长或主任，

为新建公办园孵化储备人才。此

外，新招聘的新建公办园教师将

提前到领办园学习半年到一年，

以保障新办园的师资水平。

四川公招最火岗位 你绝对想不到

400多人争一个：成都市侨联综合管理

全省上半年公招报名今天结束 截至昨日10点超10万人报名

蔡竞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2所新建幼儿园今年招生

12所即将开建

成都又来新型动车组了。 昨日，记

者从成都铁路局了解到，在清明小长假

成渝之间加开的动车组中， 将采用

CRH380A型车体， 该车最高运营时速

可达300公里，采用8编组，定员480人。

目前12306网站已经开始售票， 其中商

务座为289.5元，一等座、二等座票价与

既有车型一致， 一等座116元、 二等座

96.5元。

据了解， 在该批次运能增补方案

中，4月3日、4月4日、4月7日和4月10日

至29日，CRH380A型高速动车组将担

当 成 都 东 至 重 庆 北 D5138/7 次 、

D5140/39 次 成 渝 动 车 的 值 乘 。 在

CRH380A高速动车组补充假期运能

的基础上，成都局还将在假日期间再

增开3对成渝动车组 、2对成达动车

组，1对重庆至草海普速列车满足川渝

两地民众的出行需求。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影记者 王勤

四川省2015上半年公开考试录用公

务员报名今日上午8点就截止了。 缴费

时间截止到4月5日上午8点，考生们千万

不要错过。

今年报考情况如何？根据四川省人

事考试网昨日发布的报考人数统计，截

至昨日上午10点，全省共101967人报名。

四川省人事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由于很大部分考生会拖到最

后一天报名， 所以今日报名结束后，报

考人数及岗位统计不排除会发生一定

变化。成都商报记者在报名统计表中看

到，截至昨日上午10点，最热的岗位考录

比例已达到477:1，是成都市归国华侨联

合会所招聘的办公室综合管理岗。

侨联、台办最火

已有400余人争1个名额

到昨日上午10点， 全省已有20个岗

位超过400人报名，69个岗位超过200人

报名。其中，报考人数最多的前5个岗位

中，成都市锦江区食品“药品稽查1”岗

位，报名1095人。

在报名人数排名前10的岗位中，有6

个岗位来自成都。不过，排名前10的岗位

招聘人数均不少于2人， 如报名人数最

多的锦江区食品“药品稽查1”招聘人

数就达到8人。

而从招录比例来看，成都市归国华

侨联合会综合管理岗位，只招1人，昨日

上午已有477人报名，成为目前最火的岗

位。虽然报名尚未截止，但这一比例，已

经超过了2014年上半年四川省考最热职

位441：1的纪录。

第二火的岗位是省直机关职位中

的中共四川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交流

处“对台交流”一职，只招1人，昨日上

午已有426人报名，招录比例达到426:1。

侨联、台办为啥这么挤？

“跟侨胞、台胞交流有吸引力”

最火的是成都市侨联的综合管理，

其次是省台办的对台交流。这两个岗位

凭啥这么火？

对此，华图教育四川分校校长助理

贺钟庆分析， 在公务员招录考试中，影

响报考人数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职位

所要求的限制条件。 限制条件越少，吸

引的考生也就越多。而成都侨联的综合

管理和省台办的对台交流均是要求“本

科学历、专业不限”，这也就给极大比例

的人群敞开了大门。

省台办 “对台交流” 岗比市侨联

“综合管理” 多了 “两年基层工作经

历”的条件，不然，极有可能成为今年最

火的岗位。

当然，侨联、台办还有个优势，贺钟

庆称，跟侨胞、台胞交流的工作，对考生

有很大吸引力。

截至昨早

全省尚有22个岗位无人报考

截至昨日上午10点， 全省还有22个

岗位报考人数为0。其中成都有4个，龙泉

驿区的社保基金管理、金堂县的行政执

法、大邑县的规划管理，以及新津县的

行政执法2。

这是为什么呢？龙泉驿区的社保基

金管理一职，主要负责该区“社会保险

基金征集预测、综合监管、编制分析报

告等工作”。依照传统观念，这是个热门

职位。贺钟庆表示，该岗位要求报考者

具有会计学硕士以上学位，同时具备至

少2年的基层工作经验， 较高的门槛毫

无疑问会将大量条件不符者拒之门外。

此外， 截至昨日上午只有1人报考

的岗位全省有49个，其中成都2个，省直

机关2个。

此次公招学历要求最高的两个岗位

来自成都市龙泉驿区，均要求博士。一是

共青团龙泉驿区委员会的综合管理， 招1

人；另一个是龙泉驿区委组织部远程局的

综合管理，招2人。前者昨日上午有14人报

名，后者虽招2人，不过只有8人报名。

一套

180

万元的房

产，房东一夜之间涨了

5

万

元。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

采访成都各大房产中介

时发现，房产新政后，房龄

比较短的二手房调价比较

普遍。业内人士预计，房产

新政将推动二手房的挂牌

量出现明显上升，后市房

价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上涨。

成渝加开CRH380A动车组

金牛区

家长们

请注意

截至昨日10点

地处金泉街道，为土桥场镇配套

幼儿园，占地面积

3514

平方米。

9

个教

学班办园规模， 可按标准提供

270

个

学位。计划

2015

年

9

月开园招生。

地处西华街道， 为府河星城片区

配套幼儿园，占地面积

5254

平方米。

12

个教学班办园规模，可按标准提供

360

个学位。计划

2015

年

9

月开园招生。

拟今年招生幼儿园

成都市金牛区机

关第二幼儿园金

泉分园（暂名）

成都市第四幼

儿园府河分园

（暂名）

拟今年建设幼儿园

成都市第十六幼

儿 园 凤 南 分 园

（暂名）

地处凤凰山街道， 为韦家碾配套

幼儿园，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

12

个教

学班办园规模，可按标准提供

360

个学

位。计划

2015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机关第

三幼儿园锦北

分园（暂名）

地处天回街道， 为万圣新居配套

幼儿园， 占地面积

4100

平方米。

9

个教

学班办园规模，可按标准提供

270

个学

位。计划

2015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第十六幼

儿 园 河 滨 分 园

（暂名）

地处沙河源街道， 为沙河源量力钢

材城片区配套幼儿园， 占地面积

4200

平

方米。

9

个教学班办园规模，可按标准提

供

270

个学位。计划

2015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第十七幼

儿园北区分园

（暂名）

地处天回街道，为天回大北区配套

幼儿园， 占地面积

4580

平方米。

12

个教

学班办园规模， 可按标准提供

360

个学

位。计划

2015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金牛区机

关第二幼儿园凤

凰分园（暂名）

地处凤凰山街道，为凤凰山配套

幼儿园，占地面积

3694

平方米。

9

个教

学班办园规模， 可按标准提供

270

个

学位。计划

2015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第四幼

儿园沙河分园

（暂名）

地处沙河源街道，为沙河源洞子配

套幼儿园，占地面积

4074

平方米。

9

个教

学班办园规模， 可按标准提供

270

个学

位。计划

2015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金牛区机

关第三幼儿园涧

漕分园（暂名）

地处西华街道，为涧漕配套幼儿

园，占地面积

4200

平方米。

9

个教学班

办园规模，可按标准提供

270

个学位。

计划

2015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金牛区机

关第二幼儿园泉

水分园（暂名）

地处沙河源街道， 为泉水人家配

套幼儿园，占地面积

4347

平方米。

12

个

教学班办园规模，可按标准提供

360

个

学位。计划

2015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金牛区机关

第三幼儿园两河森

林分园（暂名）

地处金泉街道， 为清淳家园配套

幼儿园， 占地面积

5447

平方米。

12

个

教学班办园规模， 可按标准提供

360

个学位。计划

2016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第十六幼

儿园新桥分园

（暂名）

地处九里堤街道， 为九里堤新桥

配套幼儿园，占地面积

4834

平方米。

12

个教学班办园规模，可按标准提供

360

个学位。预计

2016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金牛区机

关第二幼儿园五

块石分园（暂名）

地处五块石街道，为五块石配套

幼儿园， 占地面积

5267

平方米。

12

个

教学班办园规模， 可按标准提供

360

个学位。计划

2016

年开工建设。

成都市第四幼

儿园锦绣分园

地处茶店子街道，为西延锦绣住宅小

区配套幼儿园，占地面积

4134

平方米。

9

个

教学班办园规模， 可按标准提供

270

个学

位。计划

2016

年开工建设。

拟明年建设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