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今年分为13个片区

进行划片，其中1个（籍田街道）为
划片随机派位（另外，华阳中学面
向华阳街道的随机派位此前已进
行），其余为单校划片入学。

天府新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
学毕业生4139人，扣除艺体特长

生、石室中学（北湖校区）等第二
批录取的84名学生，第三批还有
4055人需要安排学位，其中划片
直对入学3298人，划片随机派位
241人，报名随机派位，确定了学
位的学生有430人，居住地跨行政
区变更随迁子女统筹安排86人。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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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小升初第三批划片随机派位完成

74451人
确定学位

武侯区
武侯区今年分为12个片区进

行划片，其中7个为划片随机派
位，5个为单校划片入学。

武侯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学
毕业生6886人，扣除艺体特长生、
石室中学（北湖校区）等第二批录

取的316名学生，第三批还有6570
人需要安排学位，其中划片直对
入学962人，划片随机派位5467
人，高层次人才子女3人，居住地
跨行政区变更随迁子女统筹安排
138人。

16日，成都中心城区进行了
小升初第三批划片随机派位。17
日上午，各初中学校将公布入学
新生名单，小学也将公布毕业生
去向名单。数据显示，今年成都市
中心城区符合安排学位条件的学
生有76984人，扣除前两批次确定
公办学位的学生2533人，还有

74451人需要安排公办学位。
按照抽签顺序，16日进行划

片随机派位的区依次为天府新
区、武侯区、锦江区、新都区、青白
江区、成华区、青羊区、温江区、金
牛区、高新区。成都商报记者也第
一时间对各区划片情况进行了梳
理，供广大家长查阅了解。

锦江区
锦江区今年分为6个片区进

行划片，其中4个为划片随机派
位，2个为单校划片入学。

锦江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
学毕业生5606人，扣除艺体、民
办学校和石室中学(北湖校区)等

前两批录取的338名学生，第三
批还有5268人需要安排学位，其
中，多校划片入学的学生4169
人，单校划片入学的学生841人，
居住地跨行政区变更随迁子女
统筹安排258人。

新都区
新都区分为21个片区进行派

位，其中1个为划片随机派位，20
个为单校划片入学。

新都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学
毕业生7798人，扣除艺体、民办学
校和石室中学(北湖校区)等前两
批录取的学生68人，第三批还有
7730人需要安排学位。

第三批需安排学位的包括报
名随机派位确定了学位的1728

人；居住地跨行政区变更随迁子
女统筹安排1703人；划片直对入
学3478人；划片随机派位821人。

其中居住地跨行政区变更随
迁子女统筹安排1703人中又包
含:新增随迁子女509人；在新都
区就读且符合随迁子女条件的
1140人；在新都区民办小学就读
的新都户籍需要统筹安排到公办
学校的54人。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今年分为11个片区

进行划片，其中1个为划片随机派
位，10个为单校划片入学。

该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学毕
业生3333人，扣除艺体特长生、石
室中学（北湖校区）等第二批次学

校录取的21人，第三批还有3312
人需要安排学位，其中划片直对
入学的有2259人，划片随机派位
的有1027人，居住地跨行政区变
更随迁子女统筹安排25人，驻藏
军人子女有1人。

成华区
成华区今年分为22个片区进

行划片，其中10个为划片随机派
位，12个为单校划片入学。

该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学毕
业生6939人，扣除艺体特长生、石
室中学（北湖校区）等第二批次学

校录取的454人，第三批还有6485
人需要安排学位，其中划片直对
入学的有1088人，划片随机派位
的有5112人，居住地跨行政区变
更随迁子女统筹安排285人。

青羊区
青羊区今年分为10个片区进

行划片，其中5个为划片随机派
位，5个为单校划片入学。

该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学毕
业生6969人，扣除艺体、民办学校
和石室中学(北湖校区)等前两批

录取的学生390人，第四批还有
6579人需要安排学位，其中，划片
直对入学1918人，划片随机派位
4463人，高层次人才子女7人，居
住地跨行政区变更随迁子女统筹
安排191人。

温江区
温江区分为13个片区进行划

片，其中1个为划片随机派位，12
个为单校划片入学。

该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学毕
业生4132人，扣除艺体、民办学校
和石室中学(北湖校区)等前两批

录取的学生35人，第三批还有
4097人需要安排学位，其中，划片
直对入学2180人，划片随机派位
1196人，居住地跨行政区变更随
迁子女统筹安排721人。

金牛区
金牛区分为16个片区进行划

片，其中7个为划片随机派位，9个
为单校划片入学。

该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学毕
业生8278人，扣除艺体、民办学校
和石室中学(北湖校区)等前两批

录取的学生407人，第三批还有
7871人需要安排学位，其中，划片
直对入学2353人，划片随机派位
4758人，居住地跨行政区变更随
迁子女统筹安排760人。

高新区
高新区分为15个片区进行划

片，其中15个校区均为单校划片
入学。在确保每一个小学毕业生
安排初中学位的基础上，对于户
籍在高新南区或符合在高新南区
升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还可自
愿报名参加玉林中学玉林校区、
七中初中和石室天府中学共901
个初中学位的随机派位。

该区应安排初一入学小学毕
业生5438人，扣除艺体、民办学校
和石室中学(北湖校区)等前两批
录取的学生167人，第三批还有
5271人需要安排学位，其中，划片
直对入学5111人，居住地跨行政
区域变更的随迁子女及新增随迁
子女统筹安排学位160人。

成都商报见习记者 应鑫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培育
先进材料等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后，
省级层面将举办首个专题产业投资
促进活动。

昨日，省投资促进局举办新闻通
气会透露，2018中国（四川）先进材料
产业推进会将于7月18日在成都举办。
推进会将聚焦先进材料产业前沿、突
出知名专家、紧盯龙头企业、借脑借
力借势，以创新集聚发展助推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四川由制造业大省向制
造业强省跨越。

充分探讨行业现状与未来

记者获悉，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就
绪，已回执确认来川参会的知名专家

72位，龙头企业负责人373位，其中还
有5位院士。

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四川
提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等5个
万亿级支柱产业和数字经济。力争到
2022年全省先进材料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达到10600亿元、年增长12%，培育5
家销售收入超100亿元、10家销售收入
超50亿元的先进材料企业集团。

万亿级目标如何达到？先进材料
产业还有哪些举措？7月18日至20日，
2018中国（四川）先进材料产业推进会
将充分探讨行业现状与未来。此项活
动由中国工程院指导，四川省人民政
府主办，四川省投资促进局牵头，与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省科技

厅、四川省国防科工办和四川大学共
同承办，中国国际石墨烯资源产业联
盟、中国化纤协会玄武岩纤维分会、
深圳科沃高新产业发展公司协办。

将赴相关市（州）开展投资考察

此次活动将采用“1+5”的模式举
办，1就是7月19日上午召开的先进材
料产业推进会主体大会；5就是根据
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发展规划，7月
19日下午同时举行石墨烯、玄武岩纤
维、复合材料、钒钛稀土、化工新材料
等5个细分行业平行专题活动。此外，
为提升活动的实效性和针对性，7月20
日组织有意向的院士专家、龙头企业
负责人赴相关市（州）开展投资考察。

截至目前，已回执确认来川参会
的知名专家72位，龙头企业负责人373
位。包括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
席刘顺达，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
业司苗治民副司长，国家新材料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主任干勇
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北
京大学教授俞大鹏院士、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刘嘉麒院
士、总参工程兵第三研究所研究员周
丰峻院士，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杨兴
强、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李新华、
鞍钢集团段向东副总经理、中国化工
集团总经理助理胡冬晨，索尔维大中
华区总裁孙立宏、赢创工业中国区副
总裁脱建梁等。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万亿级目标如何达到?
先进材料产业推进会
明起在成都举办

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钓鱼台
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十次中国
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欧盟同
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
方愿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基础上，同欧方共同努力，
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促进双方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众福祉。 据新华社

习近平会见
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人才公寓 今年开工超700万平米

■■如何高标准配如何高标准配
置标准化厂房置标准化厂房、、专专
业楼宇业楼宇、、人才公寓人才公寓
等基础设等基础设施施？？

■■如何加如何加强水体强水体
系统治理系统治理，，重现水重现水
润润天府天府？？

■■如何坚持高水如何坚持高水
平规划平规划、、高标准推高标准推
进城市有机更新进城市有机更新？？

■■如何如何助力美丽助力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的宜居公园城市的
建设建设？？

>水润天府<
市水务局

岷江沱江成都段
水质优良比例达70%
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加

强水体系统治理重现水润天府。提升
城市水生态品质，持续推进黑臭水体
治理，制定再生水利用规划，加快海绵
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推进排水
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强化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到2020年完成全域296段黑臭水
体治理，岷江、沱江成都段水质优良比
例达到70%，纳入国家和省考核断面
水质全部达到考核要求。

市水务局局长阳昌寿表示，将加
快推进锦江、沱江、金马河水生态治
理，加快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

同时强力推进李家岩水库建设，
加快推进三坝水库、久隆水库前期工
作，全面实施“千湖万塘”工程建设，深
入推进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与生态补
水配套工程建设。

>美丽宜居<
市城管委

城市精细化管理
重点整治背街小巷

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要坚
持高水平规划、高标准推进城市有机
更新，通过优化居住环境、打造特色街
区、完善慢行交通网络等全面提升城
市品质，营造活力现代、生态优美、住
有所居、群众满意的宜居城市，让市民
生活更有质感。

这对城市整体形象的打造提出了
新的要求。市城管委主任王宏斌表示，
接下来成都将按照和谐宜居城市的要
求，大力实施背街小巷整治行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城乡环境整治行
动和城市管理突出问题专项行动，不
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能力，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要把背街小巷整治好，重点落实
共享单车乱象、占道经营、违规占道施
工、环卫管理乱象、人行道乱象、电力
通信设施乱象和有灯不亮乱象七大类
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专项整治。”王宏
斌称，例如城市管理过程中遇到的设
施破旧、路面凹凸不平等问题，都是影
响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

>公园城市<
市环保局

环保“共建共享共治”
跨区域联防联控

在“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
展的新格局下，环境保护要如何推动
跨区域的“联防联控”、助力美丽宜居
公园城市的建设？成都市环保局局长
张军表示，跨区域的“联防联控”要求
在源头规划、产业准入、排放标准、环
境执法标准等方面进行统一。具体表
现为，环境规划上对区域的整体考虑；
在产业准入上，针对高排放的行业，在
各城市区域之间进行整体的控制，从
源头上控制；排放标准和环境执法上，
针对钢铁、水利、化工等高排放的行
业，要一起纳入控制范围，并保持排放
标准和环境执法标准的一致。

同时，“联防联控”还要做好重污
染天气的应急预案和防控措施，在成
都平原经济区范围内，一起应对大范
围的污染状态，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林聪 邹悦
实习记者 郑鑫

宜居城市 背街小巷七大专项整治

>筑巢引凤<
成都兴城集团
人才公寓开工
700万平米以上

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高标
准配置标准化厂房、专业楼宇、人才公
寓等基础设施。成都兴城集团董事长
任志能表示，兴城集团将加快人才公
寓的开发，尽多开工，尽早开工，确保
今年全年开工700万平米以上，为成都
实施人才战略，发挥筑巢引凤的作用。

在贯彻落实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建设方面，他表示，兴城集团将全面
启动锦城绿道剩余工程建设，将绿道
与旅游景点、商业网点、运动场所、办
公区域、居民社区等相接驳，有机嵌
入和嫁接生态旅游观光、农业文化创
意等特色产业，促进农商文体旅融合
发展，创新绿道品牌价值，推动天府
绿道公司向服务民生的专业化公司
发展，创新深化市场需求加精准营销
的方式，全力将天府绿道打造成为公
园城市形象展示的窗口和品牌塑造
的典范。

聚焦全民健康，该集团还将推动
医投集团向服务民生专业化发展。做
大做强医疗服务品牌，对标医疗康养
行业的一流标杆企业，推动医美小镇
建设，创新多元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推
动医养结合，多层次构建普惠制的养
老服务体系等，力争到2022年形成医
药、医疗、康养、医美四大产业板块。

“成都市老旧院落改造项目”获得“2016年中国人居环境奖范例奖”。其中，望江路街道办打造的“梅、莲、竹”主题院落引人关注

我市将加快人才公寓的开发

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检查环保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