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海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宁波大学

集美大学

烟台大学

广州航海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钦州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免费医学定向）

成都中医药大学

川北医学院（免费医学定向）

成都医学院

四川警察学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免费医学定向）

西安外国语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陆军工程大学

陆军步兵学院

陆军装甲兵学院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陆军边海防学院

第三军医大学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陆军勤务学院

海军工程大学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海军潜艇学院

海军航空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空军工程大学

空军预警学院

火箭军工程大学

航天工程大学

信息工程大学

武警工程大学

武警警官学院

武警特种警察学院

陆军工程大学

511

488

522

447

477（男）

453（男）

622

436

500

586

566

533

573

497

（免费医学定向）490

482（男），516（女）

501

569

659

639

616（男），668（女）

524（男）

511（男）

511（男）

511（男）

511（男）

511（男）

595（男），622（女）

511（男）

521（男）

573（男）

511（男），569（女）

511（男）

511（男）

598（男），624（女）

564（男），573（女）

553（男）

547（男）

518（男）

540（男），590（女）

555（男），511（女）

540（男）

501（男）

574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

外交学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上海海关学院

华侨大学

暨南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公安海警学院

铁道警察学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暨南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班）

天津理工大学

683

663

673

644

602

613

600

568

675

659

629

628

656

642

593

577

627

634

579

629

574

582

590

619

591

637

568（男），600（女）

595

513

513（男），558（女）

602（男）

564

597

490

465（男）

436（男），436（女）

511（男），581（女）

436（男），488（女）

436

536

526

540（男），543（女）

595

636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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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之乡、毕摩文化之乡、美
女之乡、南红玛瑙之乡、摔跤之乡”，
在这里生长的孩子，如山中的花朵，
有着纯真的美丽和明亮的色泽。为了
守护这样一群孩子的成长，一起迎接
更明亮的希望和更美好的未来，有这
样一个温暖的群体，他们以“苦荞花
开”为名，尝试着创建一个“接力教
育”的项目，数年来利用互联网的力
量，持续面向全国招募有爱心、有能
力的支教老师入一座大山，去一个村
庄，守一所学校，教一门课程，陪一群
孩子，将爱心与热情挥洒在那一方特
别的土地。

7 月 7 日，蒙牛乳业集团邀请到
这些老师和孩子，在成都的言几又
（凯德天府店）一起分享了大山深
处的别样生活，展示了支教老师给
孩子们带来的变化。7 月 8 日上午，
师生一行来到眉山蒙牛工厂探秘宇
航员同款牛奶的生产过程，见证

“航空品质”牛奶的诞生。7 月 8 日
晚，在三圣乡 Morning House 举行
了别具一格的民谣音乐会，成都本
土音乐人和孩子们同台演出，所有
门票收入均捐赠给“苦荞花开”支
教团队。

“最美心愿 苦荞花开”
支教老师培训营正式启动

7日，在言几又的现场，通过最美
乡村教师做教学报告及山区学生做
文艺汇演的形式，给这些山里的孩子
们看到不同城市的精彩。

活动一开始，蒙牛集团区域公共
事务经理沈有贵在现场为大家介绍
了蒙牛集团近几年在公益事业上面
所做出的贡献，“点滴幸福汇聚人间
大爱，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点滴行
动，带动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支教
事业中来。”沈有贵在现场向大家发
起了爱心召集。

接下来的文艺汇演中，最纯真的
笑容，最美好的声音，来自这片高原上
的孩子们在现场以原生态的民歌，展
现出他们最自然的状态。而在面对面
中，不仅能感受到孩子们成长和变化
的点点滴滴，通过孩子们真切的分享，

可以体会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在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老师分

享了他的故事：大山里有一个小男
孩，他的父亲去世，母亲多病，放牛，
打猪草，做农活等等重担就压在了这
个孩子身上。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老
师，这位老师让他去上学，还给家里

送米和油，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他考
入三亚读书，并胜利完成学业，毕业
后也得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
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和那些
故乡的娃娃。他找到了当年帮助过他
的老师，成了一名大山里的志愿者老
师。他说，他要把这份爱和责任一直

传递下去。。。。。。
在活动现场的“苦荞花开”乡村

教师训练营的启动仪式上，蒙牛集团
区域公共事务经理沈有贵、当地教育
学会副会长徐继舒和“苦荞花开”支
教团队负责人肖善文一起，在麦田中
插上金黄的麦穗，寓意着教育事业的
蓬勃生机和源源不绝的教育接力。

大山里的孩子探秘
“航天员同款”牛奶的生产过程

7月8日上午，眉山蒙牛工厂迎来
了“苦荞花开”的师生们，大山里的孩
子在生产基地探秘宇航员同款牛奶的
生产过程，严密的现代化生产出的航
天品质牛奶也给他们带来了独一无二
的体验。蒙牛如今已是“中国航天长期
战略合作伙伴”，对标世界标准，以航
天精神为引领，从源头上确保生产出
的每一滴牛奶都健康纯净。

为了最大程度保证牛奶生产的
无尘环境，师生在进入工厂之前都要
求穿好鞋套。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
下，依次参观了牛奶从预处理，灌装
到包装的整条生产线。

在牛奶预处理车间，隔着厚厚的
玻璃幕墙，孩子们看到整个牛奶的生
产过程是在绝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

“牛奶的配料、杀菌以及管道的清洗等
都由电脑控制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的
进行都必须达到系统设定的指标后才
能进行下一项任务，不然系统就会自
动中断生产。”讲解员向大家介绍道。

而在生产线车间里，各种自动化
机器人有条不紊地运转：传送带上，灌
装好的牛奶被自动装入封箱，巨大的
机械手臂以四箱为一组，自动将其抓
起放入更大的纸箱中。“已经封箱装好
的牛奶并不是直接就投入市场，而是
还要通过检验管理处进行成品出厂检
验。”讲解员向大家介绍道，“抽样的产
品要通过微生物、农兽残、重金属及微
量元素等近200个项目的质量检测分
析合格后才能被允许出厂。”

在生产车间的走廊上，师生一行
纵览了蒙牛的发展历史，加深了对蒙
牛的印象。

蒙牛助力“最美心愿 苦荞花开”
支教老师培训营蓉城正式启动

11日，记者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获悉，省征兵办公室定于7月12日至
19 日在成都统一组织定向培养士官
招生体格检查和面试工作。

根据《关于做好 2017 年定向培
养士官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凡参
加 2017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
试、年龄不超过 20 周岁（1997 年 8 月
31 日以后出生）、未婚的普通高中毕
业生，在填报了定向培养士官高考志
愿后，且其高考成绩达到相关试点高
校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的，方可参加
由省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的体格检
查和面试。

值得注意的是，省定定向培养士
官招生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为：文科
男生339分；理科男生180分，理科女
生416分。此外，女生体检及面试统一
安排在7月19日。体检开始时间为当
日7时30分。

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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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2017年3月22日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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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更正为：四川恒达保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曹桂群身份证(5101071977121�
12169)于2017年7月1日遗失

●金牛区荷花池市场百一·西横排
6号原抽签号遗失作废。
●成都乐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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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到12日，广东国华纪念
中学 2017 年四川招生考试在成都机
电工程学校正式举行，参考本次考试
的学生来自全省 15 个市州，共 100
人。此次考试由四川省扶贫基金会栋
梁工程分会负责，今年也是该机构负
责国华纪念中学在四川招生的第 15
个年头。

面向全国招收贫困生
学习生活等费用全免

资料显示，广东国华纪念中学是
碧桂园集团公司创始人杨国强先生捐
资依法兴办的全国第一所纯慈善、全
免费、全寄宿民办高级中学，面向全国
招收家庭生活贫困、学习成绩优异的
初中毕业生，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国家
建设的精英。学生从报考国华纪念中
学开始，直至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
学习、生活、交通等一切费用全部由学
校承担，每人的培养费用超过25万元。

本次来到成都负责招生事宜的国
华纪念中学校长办公室李老师告诉记
者：“国华纪念中学和已上市的博实乐
是完全不同的教育形态，和国良职业
技术学院都是碧桂园杨国强主席教育
扶贫的一个载体。学校现有13个教学
班，在校高中生543人。学校每年计划
招收 200 名学子，学校每年各项日常
开支接近 4700 万元。学校师资质量、
教学、生活设施及管理水平均居全国
领先地位，为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工作

提供了重要保障。”

15年累计在川招生196人
不乏考上清华北大者

据悉，国华纪念中学在川招生十
五年以来，一共在四川招生 196 人。

“根据统计，四川地区的学生就读国
华，60%能上 985 工程学校，80%顺利
考上 211 学校，甚至有数名学子成功
考上了北大清华。”李老师说道。

在就业方面，四川学子也都有较好
的去处。如2006年入读国华纪念中学
的蔡映郑同学，四川广元人，现就职于
碧桂园集团四川区域。来自四川达州
的曹坤亮同学，2005年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厦门大学，现在成都从事IT行业。

而今年参考国华纪念中学考试的
学生来自全省15个市州，包含广安、巴
中、泸州、宜宾、资阳、南充、内江、广元、
阿坝、成都等共100人。此次招生考试，
碧桂园集团四川区域也参与协助接待
考生工作，还为参考学生送上了爱心饮
料等物品。 成都商报记者 饶媛媛

今年上半年，由成都市科技局主
办，成都科学技术服务中心、成都市科
普教育基地联合会、成都商报·成都儿
童团（cdett1）联合承办的《玩转科普》
栏目，以“创新蓉城科普一日游”系列
活动俘获了众多“科技迷”的心，陪孩
子们度过了无数个充实的周末。这个
暑假，《玩转科普》栏目深谙家长心声，
特别推出“暑期特别企划”已经起航。

我们将探访平时面纱神秘的中国
科学院科普基地，我们将走进专注城
市环保领域的安龙水环境科普教育中
心和新力光源LED灯体验中心，刮起
高潮迭起的暑假科普旋风，充实孩子
的整个暑假！

七月，《玩转科普》将带领孩子去往
代表国家最高科技水平的智慧殿堂
——中国科学院，来一场与科技的巅峰

碰撞。在两栖爬行动物科普馆，多姿多
彩的自然造物等待着孩子们来了解，在
山地科学科普馆，孩子们将在“山”与

“水”间来场地质大冒险，在中国科学院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一场现代化的“谍
战对决”正蓄势待发……八月，孩子们
将在安龙水环境科普教育中心里见识
到传统水磨房，感受到川西传统的农
耕水工文化氛围。在新力光源LED光
体验中心，曾服务于北京奥运会（残奥
会）的标识项目将客串“讲师”，向孩子
们传授光能相关知识。

本周六，“创新蓉城科普一日游”
暑期特别活动集结号吹响！敬请关注
成 都 儿 童 团 公 众 微 信 号（ ID：
cdett1）、成都科普公众微信号（ ID：
cdkepu），众多科普基地等你来“敞
耍”！ 成都商报记者 李琴

2017高校在川招生
本科提前批调档线公布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南京大学

厦门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外交学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华侨大学

暨南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铁道警察学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天津外国语大学

黑龙江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免费医学定向）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警察学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免费医学定向）

西安外国语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大学

武警警官学院

647

632

617

594

601

596

572

635

608

609

618

554

614

589

600

570

606

572

614

567（男），586（女）

564

537（男），537（女）

570

592

497

470（男），470（女）

537（男）

470（男），551（女）

470

（中外合作办学）553

470（男）

571

559

600

583

564

523

591

495（男），545（女）

531

574

628

614

595（男）

563（男），603（女）

552（男）

广东国华纪念中学2017年招生昨日举行

四川地区共100名学生参加考试

进中科院，进高科技企业
《玩转科普》带娃这样过暑假

2017 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录
取工作从7月初展开，预计于8月中旬
结束。11 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公布
在川招生高校提前批调档分数线，其
中北京大学文理科调档线分别为文科
647分，理科683分，清华大学在川提
前批录取分数线为理科673分。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专项计划征
集志愿时间预计7月12日上午，地方
专项计划和本科第一批征集志愿时间
预计7月20日，免费师范本科和本科
第二批征集志愿时间预计 7月30日。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录取期间切
勿外出旅行，要密切关注录取日程，保
持电话畅通。

四川省定向培养士官
招生体检和面试

于7月12日至19日进行

提前批录取院校调档线（理科） 提前批录取院校调档线（文科）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坚持把组织学
生参加国家、省和市级技能大赛作为
检验教学成果的重要内容，作为增强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
打造出了一支有经验、会讲解、能操作
的集理论和实际操作于一体的双师型
师资队伍。三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级专
业技能竞赛等级奖49项，其中一等奖9

项、二等奖13项、三等奖27项；获得省
级专业技能竞赛等级奖52项，其中一
等奖4项、二等奖13项、三等奖35项，
展示了学子水平，体现了办学实力。

今年 3 月至 5 月，历时两个多月
的全国高等院校建筑软件技能认证
大赛--BIM算量赛，组织参加3次在
线模拟考试，最后进入全国网络总决

赛，争夺团体奖项和个人奖。学院参
赛学生代表队分别荣获工程设计专
项三等奖及工程造价专项三等奖，学
院获团体三等奖。在全国高职院校土
建施工类专业“鲁班杯”建筑工程识
图技能竞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大智慧杯”全
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奥派杯”
全国移动商务技能竞赛中，分别荣获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团队奖。

7月7日，学院繁星协会组成萤火、
七月和逐光3个队自行出发前往甘孜州
泸定县磨西镇和宜宾县筠连县，启动了

为期25天的暑期支教活动。在磨西，队员
们将教室的桌子与凳子挪开，在教室里
打地铺。大家坚信：25天的支教，一定会
在人生中留有不一样的回忆。学院类似
这样的各类社团组织达45个，经常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演讲比赛、知
识竞赛、征文大赛、书画比赛、歌咏比赛、
文艺演出和职业技能竞赛、各类体育比
赛等校园文化活动。通过活动提升个人
素质，打造团队凝聚力。（郑静 刘长志）

■通联：绵竹市二环路民办四川
天一学院办公室刘长志

■电话：13540460861

群星璀璨耀校园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以赛促学活动纪实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