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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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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十月廿七

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成都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根据规
划，成都将形成“一区双核六走廊”的
城镇空间格局和多中心、组团式、网络
化、集约型的城镇体系。

规划区包括9区2县2镇

参与总规编制的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规划五所所长汪小琦介绍，未来
成都的空间新格局被定位为“一区双
核六走廊”。“一区”是指城市规划区，

包括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龙
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9区，双流、
郫县2县以及新津县普兴、金华2镇行
政辖区范围，面积3753平方公里。将
在这片区域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
理。规划区面积比上版总规大了493
平方公里。

“双核”为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成
都片区，将成为牵引成都发展的强大
引擎，实现“双核共兴”。到2020年，中
心城区常住人口控制在620万人以内，

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36平方公里以
内。天府新区成都部分包括高新区南
区，龙泉驿、双流、新津纳入天府新区
的部分，共计1293平方公里。根据定
位，这里将是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
际化现代新区。

“六走廊”则为6条城镇发展走廊，
包括成（都）温（江）邛（崃）、成（都）灌
（都江堰）、成（都）青（白江）金（堂）、成
（都）龙（泉驿）、成（都）新（津）、成（都）
华（阳）发展走廊。下转03版

10日14时，未来中国青年
领袖大型公益演讲将迎来第6位
嘉宾——咕咚创始人、CEO申
波，他将以《快乐运动、快乐创
业》为题在金沙剧场进行演讲

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奋力推进成都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未来中国青年领袖大型公益演讲第6位嘉宾

咕咚创始人申波
周四讲快乐创业

今起可通过热线电话、成都商报客户端抢票

黄新初拜会
中石油副总经理沈殿成

成都城市规划区扩大493km2

“一区双核六走廊”将成未来成都空间新格局

六走廊
6条城镇发展走廊
包括成（都）温（江）邛（崃）、

成（都）灌（都江堰）、成（都）青
（白江）金（堂）、成（都）龙（泉
驿）、成（都）新（津）、成（都）华
（阳）发展走廊

一区
城市规划区

包括锦江、青羊、金牛、武
侯、成华、龙泉驿、青白江、新都、
温江9区，双流、郫县2县以及新
津县普兴、金华2镇行政辖区范
围，面积3753平方公里

双核
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成都片区
到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控制在

620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36平方
公里以内。天府新区成都部分包括高新区南
区，龙泉驿、双流、新津纳入天府新区的部分，
共计1293平方公里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司长许涛7日表示，明年将全
面推开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制
度，成为教师管理的制度，并根据
试点情况细化相关条件和要求，

目标是让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
头活水”，对个别不符合教师要求
的老师能够清除出去。

“定期注册制度推动比较顺
利，因为标准很简洁，不能让老师

感觉很麻烦。”许涛说，但是底线
很清楚，只要师德上有偏差的老
师定期注册时一律“一票否决”。
这项制度实施以来，已经有一批
教师没有通过注册，要转岗。

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制明年全面推开

本报北京电（成都日报记
者 张魁勇）昨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黄新初在京拜会了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沈殿成，对中石油长期以来给予
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双方就拓展合作进行
了深入交流。

中石油是跨地区、跨行业、跨
国经营的综合性石油公司，是中国
油气行业占主导地位的最大的油
气生产和销售商、中国销售收入最
大的公司之一、世界最大的石油公
司之一，目前在蓉项目发展良好。

黄新初说，刚刚闭幕的市委十
二届六次全会，客观总结了“十二
五”时期成都发展成就，科学确立
了“十三五”发展总体目标，即：高
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
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初步建成国
际性区域中心城市。当前，成都正
面临着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战略、天府新区升格为国

家级新区、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多
个国际合作园区落户等一系列重
大机遇，我们将切实用好这些机
遇，努力做好“十二五”各项收官
工作，阔步迈向“十三五”发展总
体目标。希望更多像中石油这样
的大企业大集团积极参与和支持
成都发展，在蓉寻求更多合作机
会，与我们携手共谋新一轮发展。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提供优质高效
的生产、生活、政务服务环境，实
现企业发展和城市进步双赢。

沈殿成表示，成都是一座活
力迸发、欣欣向荣的城市，拥有良
好的投资环境，当前发展态势良
好，“十三五”蓝图令人期待。中石
油十分看好成都这片发展热土，
将在油源配置、带动就业、产业集
群等方面加强与成都的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

市委常委、秘书长王波，副市
长苟正礼参加拜会。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8次常务会
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十二届
六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明年经
济社会工作，专题审议了成都市
企业信用系统建设管理等议题。

会议指出，市委十二届六
次全会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我

市的发展理念、指导思想、总体
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战略性、方向性、指导性意
义。政府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
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
署上来，紧密结合政府工作实
际，把全会精神贯彻到经济社
会发展各领域；紧转03版

自今年5月成都商报客户端改版上线
以来，半年里通过“求助”栏目的报道，数
十名求助者获捐善款超过500万元。今日
起，成都市慈善总会联合成都商报，推出
年终大型慈善报道——“一座城市的善
意·那些被爱改变的家庭大回访”系列报
道暨“身边的平凡慈善人”推荐评选活动。
您可以通过拨打86613333-1推荐；或扫
描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点击“投诉”频道
进入“求助”栏目。

成都商报客户端“求助”栏目关注过的
板凳男孩站起来了

为爱回访，让爱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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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奖学金已有113
年历史，被视作全球最难
申请的奖学金，有“全球
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
获奖者被称为“罗德学
者”，被视为全球学术最
高荣誉之一。至今已培养
出8000多名罗德学者，包
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
顿、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
明等10多位诺奖得主、70
多位跨国公司领袖、40多
个国家领导人。

被誉为“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
的罗德奖学金首批中国大陆获奖者
名单昨晚揭晓，成都女孩张婉愉是4
位获奖者之一。她现在是北京大学法
学院大四学生。这是罗德奖学金首次
进入中国大陆。明年10月，张婉愉等
人将拿着每学年约5万英镑（约合人
民币48.7万元）的奖学金前往牛津大
学深造。

去牛津大学
准备上两年制高阶本科

今年众多的申请者中有600余人
进入初选，经过履历筛选和视频面
试，16人进入复选。通过12月4日的晚
宴和5日的封闭面试，最后选出张婉
愉等4人。

“申请材料并不多，就是简历、个
人陈述以及成绩单、学校老师推荐
信。”张婉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也
许是他们看中我在北大法学院成绩
排名第一、去斯坦福大学交换和博士
一起上课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吧。”

据了解，最终面试的遴选委员会
共有10人，包括罗德基金会主席、罗
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天使投资
人徐小平、体育名人姚明等。“他们主
要关注法治、弱势群体保护以及学生
的职业规划等。”张婉愉说，面试时间
30分钟，大概提了15~20个问题，“由
于时间太短、问题太密集，一些评委
没有提问。面试我时，姚明就没有提
问。”徐小平问她在成长中在乎的社
会问题是什么？她说，最关心的是农

成都妹子拿到
全球本科生诺奖

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毕业生张婉愉获罗德奖学金

从教26年来第
一次遇到这样
纯真、正直、有
礼节、能自律，
心中有目标，
胸中有大爱的
孩子。她常常
会让老师都产
生敬意。

创新发展
天府新区

首个政校企合作项目开建

协调发展
中心城区到卫星城
不少于两条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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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德
奖
学
金

民工问题。
张婉愉准备去牛津大学攻读政治

经济哲学专业。这是一个只在本科开
设的专业，属于高阶本科，两年制。罗
德奖学金会资助获奖人修任何学位。

高中班主任：
她常常让老师产生敬意

“她是最有目标、计划和方向的学
生，对老师恭敬、最能集中体现中国的
仁义礼智信。她只能让我们赞不绝口。”
张婉愉的高中班主任、成都实验外国语
学校老师叶志宏说，“从教26年来第一
次遇到这样纯真、正直、有礼节、能自
律，心中有目标，胸中有大爱的孩子。她
常常会让老师都产生敬意。”

张婉愉是新都人，不仅口才极佳，
英语也非常出色，高中时拿过全国英
语演讲比赛一等奖。她也是班上唯一
不用手机的，后由于母亲联系不方便，
才用了一个老年机。作为校长实名制
推荐上北大的学生，她仍然参加了高
考，获得全省文科第六名。

北京大学四川招生组组长任羽
中对张婉愉也印象深刻。任老师说，
进入北大后，张婉愉在过去3年里学
业成绩排名法学院第一。在第56届杰
赛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赛中，
她带队获得中国赛区冠军，个人当选
最佳辩手。在第十一届Willem C. Vis
远东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
赛中，她和北大法学院的同学一起，
获泛亚决赛总冠军。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樊骥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