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新办独生子女证 延长到7月31日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新办
理独生子女证的市民，
可以不用着
急在最近几天去办证了。
市卫计委
昨日表示，接省卫计委通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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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暂不受理；
与公
安机关登记信息不一致的、因相貌特
征发生较大变化且居民身份证未登记
指纹信息难以确认身份的、系统无照
片的、公民身份号码重错号的；
不良信
用记录人员。
据介绍，如居民发现身份证丢失，
可以到就近的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挂
失申报点申请挂失。以前需要在户籍
地办理。
据统计，未来两年四川将有594.7
万人需要换领身份证件。从7月1日起，
到2018年12月31日，凡有效期截止于
2018年12月31日前的10年期证件，群
众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换证时
间。以避免换证高峰期间出现拥挤。

偏北风1~3级

成都中考录取日程公布

跨省异地办证
需要哪些材料
❶ 在省内办理了居住证的，
持居住证办理；
❷ 在四川省警务综合平台登记为实有人口的，持本人《居民户口簿》
或居民身份证办理；
❸ 在省内没有办理居住证，也没有做实有人口登记的，办理时除持本
人《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外，
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在省内就业的，
需提供聘用合同、工作证等相关材料；
在省内就学的，
需提供学生证、学籍证明等相关材料；
在省内居住的，
需提供租房合同、房产证明等相关材料。
申请换领证件的除提供以上相应材料外，
还需提供原居民身份证。

首架国产ARJ21-700计划

ARJ21
ARJ
21-700
700支线飞机
支线飞机

运营成都-上海虹桥机场航班

ARJ21-700新支线飞机是由中国
自主研制的中短航程新型涡扇支线飞
机，
也是由中国商飞自主设计研究制造
的第一架商用飞机。该飞机有两种型
号。
成都航空在订购ARJ21客机时，
全部
选择了ER加大航程型，
可以满足西部支
线航空市场的需求。

今日首飞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理截止时
间延长到2016年7月31日。申请补
办或换发《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无办理截止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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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与11省市7月1日起
可相互异地办理身份证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杜玉全）7月1
日起，四川将全面启动天津、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
等9地试点省市以及吉林、山东省籍群
众在川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
“这是双向的，即在这11个省份的
四川居民可以在当地异地办理身份
证，在川的这11个省份的居民也可在
四川办理身份证，不用再返回原籍。但
四川在外地办证的具体申请条件、所
需材料及申办流程需根据当地公安机
关的安排进行。
”四川省公安厅治安管
理总队制证中心副主任严洪兵介绍。
身份证异地办理不予受理的对象
包括：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因异地
制证系统无法制作少数民族文字证

年12月31日前已生育一个子女、
自
愿不再生育、
且子女未满18周岁的
夫妻，
可向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领取《独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瑾）市
教育局昨日介绍，6月30日早上考
生便可查收中考成绩。市招考办
提醒，
请选择适当的时间查询、打
印自己的成绩，
尽量避开高峰期，
以免造成网络拥堵。考生查询的
中考成绩不包含按政策规定享受
的各类加（降）分，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应将自己享受的加（降）分
考虑在内。
考生如果对本人成绩有疑问，
可向就读初中学校（或者报名点）
提出查分申请。
申请查分的考生应
于7月1日17时前办理查分手续，
过
时不再办理。
查分时，
只核对考生
的答题卡是否有扫描异常，
评卷过
程是否正常，
不查评分宽严。
●成都中考各批次录取具体
日程安排
7月8日：第一批录取。
7月10日：第二批录取（城区

省二级以上示范性高中录取）；当
晚8时公布第二批录取学校的录
取分数线。
7月11日8~14时：向社会公
布剩余计划，网上补充征集省二
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志愿。
7月12日：
第二批补录。
7月13日10时~14日17时：
城区考生网上填报第四批普通高
中学校志愿。
7月16日：第四批第一阶段
录取（未完成计划的省二级以上
示范性普通高中、市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
一般普通高中、
民办普高
录取）；当晚8时公布第四批一阶
段录取学校的录取分数线。
7月17日8~14时：向社会公
布剩余计划，
网上补充征集志愿。
7月18日：
第四批补录。
7月19日：第四批第二阶段
录取（中职学校录取）。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
有望15年内首飞

主要用于载人登月任务和发射大型深空探测器
据新华社电 记者27日从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获悉，中国
重型运载火箭已完成深化论证，
如果相关工作进展顺利，15年内
有望实现首飞。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杨保华说，中国的重型运载
火箭已完成深化论证，在目前的
设计蓝图中，重型运载火箭箭体
直径近10米，
全箭总长近百米，
运
载能力是现有火箭运载能力的5
倍多，完全可以满足未来载人月
球探测、
火星取样返回、
太阳系行
星探测等多种深空探测任务需

求，保障中国在未来宇宙探索和
更大更远空间的话语权。
“我们计划通过四五年的时
间，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为重
型运载火箭工程研制打下基
础。”杨保华说，如果相关工作进
展顺利，15年内有望实现首飞，
这将大幅提升中国自主进入空
间的能力。
据介绍，重型运载火箭是指
火箭起飞推力在3000吨上下，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在100吨左右的
火箭，主要用于载人登月任务和
发射大型深空探测器。

唐良智赴金堂调研督查有关工作时强调

加快建设幸福美丽新村
ARJ21-700支线飞机资料图片
首架国产ARJ21-700喷气客机计
划今日首飞，运营成都-上海虹桥机
场航班，航班号EU6679，每周二、周
四、周六有航班。该机从研制到验证，
完全按照世界最严格的标准。超过波
音-787，成为世界上试飞时间最长的
客机。
“交付前，ARJ21已经验证飞行超
过5000多个飞行小时。交付后，成都航
空公司严格按照局方对新型号的运
营要求开展前期准备，经过100多个小
时的验证飞行，我们已经取得民航局
投入商业运营的批准。”成都航空副
总经理帅志勇透露。

为何首飞虹桥机场

机场为本场，
进行了验证飞行。
”

ARJ21是支线飞机，但首批航线
选择干线机场。为何选择上海虹桥机
场？成都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期
ARJ21航线选择将遵循三大原则：
有利
于飞行安全、
有利于运行保障、
有利于
成功商业运营。目前成都航空飞往上
海 的 航 线 还 只 有 浦 东 机 场 ，为 配 合
ARJ21首航，
特意开辟双流机场到虹桥
机场的航线。
“虹桥机场枢纽的保障能
力、
对国内的辐射能力，
是选择将其作
为首航目的地的主要原因。今年1月，
成都航空的首架ARJ21飞机就以虹桥

3位机长担纲首航
今日首航将由首批飞行小组的3
个机长联袂担纲，分别是成都航空副
总经理张放、副总飞行师刘波和副安
全总监李建国。职业生涯已经飞行了
1万多个小时的资深机长张放表示，
自己操纵ARJ21飞行小时达到600多
个小时，
“不难飞、上手快”。
目前成都航空已有8名优秀机长
完成培训并取得ARJ21飞机的机长型
别等级，52名乘务员、55名机务人员、

新华社发

30名航务人员完成了ARJ21机型培训
并取得运行资质。

初期将有营销方案
据了解，
首航飞机70个座位的机票
已经售罄，
成都飞上海前期机票全价单
程含税1760元。
记者查询成都航空官网
和官方热线，
发现目前暂时还不能买到
后续航班的机票。
成航方面表示，
已针
对不同航线市场，
拟定了为运营初期推
广目标服务的多种营销方案。
第二架ARJ21客机将在8月份交
付给成都航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发言谋划未来发展，并充分认识
昨日，
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前
到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
往金堂县，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督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以产业
查，指导基层党支部“两学一做” 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
学习教育，
并走访慰问老党员。
让当地村民共享发展带来的福
淮口镇龚家村是唐良智的
祉。
现场氛围十分热烈。
扶贫联系点，有相对贫困户85户，
唐 良 智 在 发 言 时 说 ，开 展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产业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党中央
展、饮水难等问题较为突出。目
持续深化党内教育、深入推进全
前，初步形成了以油橄榄为主导
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是当前
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布局，正在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在座
启动建设集中居住区和聚居点。
的党员同志就是龚家村群众脱
唐良智实地考察了龚家村
贫致富、建设幸福美丽新村的标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产城产村
杆和榜样。只有大家都争做合格
融 合 发 展 等 情 况 ，并 与 当 地 党
党员，给群众带好头，才能在促
员、干部围坐在农家院坝，给大
农增收、村民自治、和谐发展等
家讲了一场生动的党课。村里的
各个方面发挥出主心骨作用，才
党员代表结合当地的山、水、田、 能带领全村群众更好更快地全
林等地形地貌和优势资源，纷纷
面致富奔小康。 紧转02版

线上线下多个平台助阵“天下第一桃”
开启售卖新篇章

成都农产品嘉年华·龙泉驿水蜜桃季今日开幕，
成都商报买够网、淘宝成都馆、京东成都馆、伊藤洋华堂等同步开展明星桃特惠活动

龙泉驿水蜜桃
今日上午9点，2016成都农产品嘉
年华·龙泉驿水蜜桃季在龙泉长松村
三百梯广场欢乐开幕。本季系列活动
由市农委、市商务委指导，龙泉驿区政
府主办，龙泉驿区农村发展和林业局
及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共同承办。
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成都伊藤
洋华堂、天虹超市、成都商报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相关嘉宾代表，将见证“天
下第一桃”开启售卖新篇章！现场将举
行龙泉驿水蜜桃优秀合作社与大型商
超的对接签约仪式，顺丰冷链车运送
龙泉驿水蜜桃至全国的发车仪式。

明星桃 口感品质更胜往年
“等了这么久，要的就是这种高品
质的原产地产品！
”今年由于气候因素
利好，龙泉驿水蜜桃的品质和口感更

买够网产品团队实地考察，在当地
核心产区精选了一家省级示范合
作社作为水蜜桃直供基地，并派驻
一流买手全面把控品质。
随后，广州日报、新民晚报、潇
湘晨报、山西晚报、哈尔滨日报等
中国报商联盟百余家成员单位纷
纷响应，并在当地开启正宗龙泉驿
水蜜桃销售行动。

胜往年，七八月销售旺季尚未到来，
国
内外的果商已经开始抢订！
“龙泉驿水蜜桃好吃有先天优势，
而今年的优质大果率比往年高出许
多。
”龙泉驿区农林局果技站高级农艺
师余国清说，龙泉驿水蜜桃之所以受
市场追捧，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近年
来不断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大大提
高了水蜜桃的品质和口感。
“现在的政府扶持力度很大，
每个
生产阶段都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
龙
泉驿水蜜桃核心产区的长松村村委会
委员宋兵说，由于新技术推广做得好，
不仅呈现出白里透红的漂亮外观，更
重要的是口感，果大肉多柔软，多汁，
味甜浓，细嫩化渣。

商家赞 要的就是高品质
成都伊藤洋华堂副总经理黄
亚美表示，龙泉驿的桃子全国闻

低价秒杀无限量试吃 今起线上线下齐促销

发邀请 全国百媒齐推荐
“水蜜桃从5月中下旬上市，到10
月初结束，供应期达120多天，不同时
段会有不同品种的桃子成熟上市，欢
迎大家前来龙泉驿现场品尝！”日前，
龙泉驿区副区长尹念红发出“共品龙
泉驿水蜜桃”的邀请函。
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惠农惠民平
台，成都商报买够网在全国媒体电商
中率先开启了龙泉驿水蜜桃“明星版”
直销行动。经过龙泉驿区农林局推荐，

名，本身的口感、品质、糖分含量等
就属上佳。几年前伊藤就注意到，
龙泉驿对水蜜桃的种植有了很多
技术上的摸索和创新。今年，伊藤
将投入更大的促销、推广力度，将
龙泉驿水蜜桃打造成生鲜超市里
的“明星产品”。
“ 配合龙泉驿水蜜
桃季活动的开幕，我们不仅将在网
上超市举行龙泉驿水蜜桃超低价
秒杀活动，六大门店还将同步举行
欢乐多多的水蜜桃节。届时，市民
朋友可以现场随便试吃，保证是你
吃过的最好吃的水蜜桃。”

龙泉驿水蜜桃引发全国热潮

龙泉驿区农林局一位负责人
说，今日开幕的成都农产品嘉年
华·龙泉驿水蜜桃季活动最大的特
点是，政府、媒体一起搭台，线上线
下多个平台共同助阵。
线上，成都伊藤洋华堂网上超
市将在今日举行龙泉驿水蜜桃超
低价秒杀活动；淘宝成都馆、淘宝
四川馆、京东成都馆以及成都商报
买够网将同步开启龙泉驿水蜜桃
特惠促销活动，你只需登录这些平
台就能买到新鲜正宗的龙泉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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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桃。线下，成都伊藤洋华堂开启
“水蜜桃节”。今日，只要你到伊藤
洋华堂6家门店，即可参与龙泉驿
水蜜桃无限量免费试吃。如果吃得
满意，想要买回家，伊藤的超市也
有现货哦。成都的消费者还可以在
市区200家红旗超市门店购买3斤
装的龙泉驿水蜜桃提货券，广州、
上海、深圳、长沙、西安、太原、沈
阳、哈尔滨等地的消费者，也可以
在当地指定商场享受线下购买龙
泉驿明星桃的乐趣。
（余兰）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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