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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四川高考

关注市委外宣办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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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成都人的十二五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多云间阴 9~15℃ 偏北风2~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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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四

成都电商小伙与城市一起升级：

5年，从草根卖家到女鞋厂家

成都商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
市委关于巡察工作决策部署的落
实，成都即日起将正式启动今年
第二批党风廉政建设巡察。记者
从中共成都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获悉，即日起，市委党风廉政建设
巡察组将对市国土局、市民政局、
市水务局、市食药监局、市环保
局、市文广新局等6个涉及民生且
权力相对集中的市级部门，以及
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成都
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2户市属重要国企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巡察。

为什么要巡？
“把脉会诊”“健康体检”

“今年8月，中央颁布实施了
新修订《中央巡视工作条例》，进
一步回答了‘巡视是什么’、‘巡视
干什么’、‘巡视往哪儿去’等巡视
方针问题，使巡视工作的职责定
位更加精准，目标方向更加明
确。”市委巡视联络办相关负责人
说，巡察工作是对中央、省委巡视

工作的延伸和补充，是落实巡视
全覆盖要求、上下联动一盘棋的
重要措施，基本定位就是党内监
督，也就是对各级党组织党风廉
政建设情况进行“把脉会诊”，对
各级领导干部遵规守纪情况进行

“健康体检”。通过巡察，能够在敲
响守纪律讲规矩“警钟”的同时，
一级一级传导压力，推动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从严从实扛
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确保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地生根。

“当前，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已进入关键时期，不
能有一丝松劲。”相关负责人说，
从信访举报、案件查处和巡视巡
察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少数党员
干部法纪意识淡漠，在高压态势
下依然不收敛不收手。我们现在
大力开展巡察工作，就是要充分
发挥“尖兵”“利剑”作用，当好“千
里眼”“顺风耳”，让极少数已违纪
者受到追究、付出代价，让少数想
违纪者知耻知止、悬崖勒马，用一
把“悬顶剑”倒逼绝大多数党员干
部遵规守纪。 下转02版

明年高考
语文文综用全国卷

数学理综英语仍用四川卷
省招考委、省教育厅昨发布通知，2016年四川高考将迎来重大变化

我市启动2015年第二批市委党风
廉政建设巡察工作

即日起 对6个市级部门
2个市属国有企业进行巡察

重点人：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
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
使用的干部
重点事：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源配置、资本运作
和工程项目等“四资一项目”
重点问题：企业“三重一大”，部门的决策权、审批
权、执法权、人事权等

巡察
重点｛

这13个地点观赏最佳

一夜冷雨
银杏黄了

不少老师指出，英语、数学、理综等科目的全国卷和四川卷
在题型、考试内容上都有一些差异。特级数学教师、原成都七中
数学教研组组长王希平认为，高考数学使用四川卷对现在的高
三考生有影响是必然的，但问题并不大，只需要尽快调整复习
思路和重点。各科全部使用全国卷

土耳其
击落俄战机

对于俄战机是否进入土领空，土俄各执一词

使用全国卷的科目：
语文、文科综合（政治、历史、地理）、外语科小语种（含听力）

使用四川卷的科目：
数学（文、理）、理科综合（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科（含听

力，听力考试使用全国统一命制的试题）

2017年起四川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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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要等《说明》出台
记者了解到，每年高考的题型和分值都是在省招考委出台

的《考试说明》中予以明确，但《考试说明》必须以教育部下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为依据。这意味着，只有
等教育部下发大纲后，四川高考的题型和分值才能明确。

尽快调整复习思路

市林业园林局将每月为市民发
布花木观赏指南，45种花木被纳
入，下月是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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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咬帮他打回来
妈妈被拘14天03

制图 王雪

菁蓉镇提供
创业场地和
资金扶持

对于优秀的
创 业 团 队 和 项
目 ，菁 蓉 镇 表 示
将给予创业者场
地和资金方面的
扶 持 ，提 供 诸 如
房 租 减 免 、税 收
优惠、融资担保、
资金奖励扶持等
系列政策。

快来竞选“创业新星”
四大平台助你飞得更高

昨日，成都商报主办的“2015成都十大创业
新星”大型创业报道及大赛活动一经启动，立即引
来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不仅创业者们纷纷报名
参与，更吸引了各方面的创新创业资源，希望加入
本次评选活动，一起为创新创业者打造更好的平
台、寻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未来中国青
年领袖”讲台
为你开放

“十大创业新
星”中的佼佼者将登
上成都商报“未来中
国青年领袖”大型
公益演讲的讲台。
王健林、雷军等行
业领军人物，“今日
头条”创始人张一
鸣等青年领袖先后
站上过这一讲台。

北 大“ 总 裁
班”为你定制
提升课

优 秀 创 业 者
将获得下一届“北
京大学成都成长
型企业家学堂”培
训名额。北大教授
为您授课，成功的
民营企业家、国家
和地方政府相关
部委官员也将与
你交流。

“科创通”为
你专设融资
通道

成都生产力
促进中心希望通
过旗下创新创业
平台“科创通”，
为本次活动的十
大创业新星开设
融资渠道。

培训
机会

展示
平台

融资
通道

场地
支持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主持召开全市投资分析暨
2016 年工作安排座谈会城建专
题会，专题听取城市建设口相关
部门工作汇报，并就下一步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市城管委、市规划局、市建
委、市交委、市物流办、成都地铁
公司、市国土局、市房管局、市环
保局、市林业园林局、市公安交管
局 汇 报 了 2015 年 工 作 情 况 和
2016年主要工作打算。

对于城市建设口相关部门
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明年主要工

作安排，唐良智表示充分肯定。
他说，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
之年，政府各部门工作亮点很
多，精彩纷呈，要进一步积极作
为，全力做好收尾工作，确保全
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016年是

“十三五”开局之年，要坚持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统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
走好“一带一路”，更好地把握特
大城市发展规律，借鉴国际国内
先进城市经验，推进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
加有序、更加便民。 紧转02版

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
统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唐良智主持召开全市投资分析暨2016年工作

安排座谈会城建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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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苏—24战机在土叙边境叙利亚一侧坠毁。土军方称，这架战
机因侵犯该国领空遭击落。但俄方表示，这架战机当天全程未离开过
叙利亚领空。俄总统普京表态说，这起事件将严重影响俄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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