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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位成都名校长讲“小升初”
这种机会全年只有这一次
5月20日起，连续三天，20场小升初专题公益讲座，面对面提问校长

科技控注意！
炫酷科技周活动来了！

蓉城科学之夜 上演科技主题灯光秀1

首次

首次蓉城科学之夜、科普基地夜间开放、票价优惠、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活动……成都市科技
活动周来了！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2019年成都市科技活动周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19年
全国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19日至26日举行。

活动周将围绕“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主题，组织开展科普惠民、科普进校园、科普进园区、科普
进农村、科普进社区等90余项面向全市公众开放的科普活动。其中更有科学红毯秀、蓉城科学之
夜、5G、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12项重点主题活动串联整个科技活动周。

5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共同
举办的“2019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
启动仪式暨蓉城科学之夜”活动将
在四川科技馆举行。这是中西部地
区首次举办科技活动周主场夜场
活动。

“蓉城科学之夜”包含科学红
毯秀、科学大咖说、裸眼3D投影
秀、夜场科技互动体验等众多活
动版块。

20日晚，“蓉城科学之夜”主题
灯光秀将在四川科技馆正式亮相。

灯光秀紧扣此次科技活动周主题，
持续时间为一分钟。

同时，四川科技馆将用科技“变
脸”。这也是成都首次开展以科技为
主题的灯光秀，用科技元素“换装”，
成都夜晚将绽放科技光芒。

此 外 ，“ 倒 计 时 + 裸 眼 3D 墙
体秀”将以裸眼3D的形式，以充
满科技感的灯光和元素，在现场
呈现震撼的视觉画面，让人仿佛
置身未来，感受身边的科学、未
来的科学。

蓉城科学之夜活动中，12位
“科学大咖”将走上红毯，演绎一
场别开生面的“科学红毯秀”。他
们中有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高科技产品设计师、荣膺天府友
谊奖的国际学者、著名科幻作家、
严谨又俏皮的科普团队以及燃爆
春节档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团队
等“蓉城科技明星”。

走上红毯的，还有12名热爱科
技创新的青少年。“科学红毯秀”通
过让公众与科技亲密接触，也让科

学家成为“明星”，激发科学精神，感
触成都的科技魅力。

自动售货机器人、熊猫机器
人、VR看成都……本次蓉城科学
之夜现场展示活动将有20余家企
事业单位参加，在四川科技馆一
楼和二楼进行展示。20余家单位
将带着最新的科研成果、技术、科
普产品、科普作品、创客产品等来
到活动现场进行展示，让公众全
方位感受科技的魅力，感受蓉城
科技“高智商”。

据了解，5月18日至26日期
间，四川博物院、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成都博物馆、蛟龙工业港浩
海立方海洋馆、水井坊博物馆、成
都生命奥秘博物馆、雅安科学技
术馆、西南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
隆昌市科技馆、宜宾金秋湖茶叶
科技园、西昌市邛海国家湿地公
园等科普基地将在夜间对公众继
续开放。

部分科普基地在科技活动周

期间将免费开放或推出优惠票
价。其中，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
馆、雅安科学技术馆、西南医科大
学人体科学馆、隆昌市科技馆、宜
宾金秋湖茶叶科技园、西昌市邛
海国家湿地公园等科普基地将免
费向公众开放。蛟龙工业港浩海
立方海洋馆科技周活动期间原价
160元通票优惠至99元。水井坊在
活动期间票价八折，成都生命奥
秘博物馆活动期间半价。

作为今年成都市科技活动
周的重要品牌活动，将有一批
高校、科研院所的重点实验室
对公众开放，并开展主题活动。
同时，在蓉世界500强企业中粮可
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将在5月
18至19日、21至26日接受公众预
约免费参观体验，博世力士乐成
都工业4.0创新技术中心将于5月
20至24日接受公众预约免费参观
体验。

蓉城科普小讲堂也是今年成

都市科技活动周的亮点活动之
一。5月12日至26日期间，全市将
有80余场科普讲堂，邀市民免费
共享，将丰富的科普知识送到居
民家门口。

记者从成都市科技局了解
到，本次活动周各项活动的预约
方式、活动预告及安排等动态信
息都将通过“成都科技”微信公众
号对外发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
记者 曾那迦

今年 6 月，四川、重庆、云南和贵
州将迎来更加便捷的以色列签证服
务。西南地区申请人将享受以色列十
年签一天出签的便利！

5月15日下午，成都以色列签证受
理辅助服务中心剪彩仪式在成都时代
广场TLS签证中心举行。记者在现场
了解到，成都以色列签证受理辅助服
务预计将于6月正式面向大众开放。

该服务开放后，以色列驻成都总
领事馆所在领事辖区（四川、重庆、云
南和贵州）内的常规签证申请，如旅
游签、商务签、留学签、探亲签等，将
全部以邮寄形式递送到辅助服务中
心提供的以色列签证收件邮筒，再转
交至领馆进行审批。护照从领馆返回

后同样以快递形式回邮给申请人。以
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崔梧
蕤表示，签证数量的急速增长是以色
列在成都开通签证受理辅助服务最
主要的原因。
递签相关信息>>>

客服热线：+ 86（021）22218536
或 +86（021）60168636

签证材料邮寄地址：成都市锦江
区总府路2号时代广场B座2002室-
以色列收件邮筒，邮编610020

特别提示：成都以色列签证受理辅
助服务正式开通之前，以色列驻成都总
领事馆签证服务正常开展，所有材料仍
寄到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签证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升学季，对于大
多数家长来说，选学
校从来都是一个最
重要但是又最纠结
的问题。一方面，是
家长们对小升初的
政策和流程并不熟
悉，另一方面，每一
个孩子本身也都有
差异，没有哪一套固
定的教育方式可以
适用每一个孩子。对
于升学的选择，家长
们心里永远都有一
万个为什么。

那么，如果有这
样一个机会，让成都
的名校长们担任你
家的升学导师，让这
些名校长用他们多
年的教育经验，为你
的孩子提供量身定
制的升学建议，是不
是很赞？

这个机会，成都
商报·成都儿童团给
你！

2019 年，我们
将重磅打造 2019
“成都商报·成都儿
童团小升初专题公
益讲座”，从5月20
日起，连续三天，20
多位资深专业的成
都初中名校长，将用
20场讲座，为家长
们现场分享升学干
货，解读招生政策。

家长们有任何
搞不清楚的问题，直
接现场面对面提问，
校长们将对症下药，
为孩子教育规划提
供一剂良方。

如果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听讲座怎
么办，没关系，这个升学季，成都商报·
成都儿童团推出了一系列优质升学活
动，除开公益讲座，另外两个优质活
动，我们也一定要向家长们极力推荐

◆小升初咨询会，选校问题
一次解决

作为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的品
牌升学活动，名校面对面咨询会到今
年已是第四个年头，每年的咨询会都
人气爆棚，以去年为例，数千名家长冒
着大雨来到现场，就自己关心的小升
初问题，与现场30所名校招生负责人
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通过这场咨询会，你可以现场比
对各家学校的办学特色与办学亮点，
了解各家学校的入学条件和出口情
况，再也不用挨个拨打招办电话，甚至
亲自全城奔走去咨询。在这里，可以把
所有对学校的考察问题都一次性解决。

今年的咨询会，目前已经确认参
加的优质名校与机构包括：

成都外国语学校、成都市实验外
国语学校、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
区）、成都西川中学、成都西川实验学
校（西川中学南区）、成都树德中学博
瑞实验学校、天府第七中学、师大一
中、天府师大一中、龙泉师大一中、成
都博骏公学、新川外国语学校、成都石
室外语学校、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五龙山校区、双流中学实验学校、成都
为明学校、成都新津为明学校、成都武
侯外国语学校、成都市三原外国语学
校、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新格
林公学、西川汇锦都学校、北京外国语
大学附属东坡外国语学校、新都一中
实验学校、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玉垒中
学、川师大实外校、成都石室佳兴外国
语学校、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光亚学
校、成都绵实外国语学校、成都市郫都

区川科外国语学校、绵阳中学资阳育
才学校、丹秋名师堂、新东方中小学全
科教育、望子成龙学校、VIPKID在线
青少儿英语、京翰教育、精锐教育、新
华学堂、博思堂等。

咨询会时间：2019年 5月 18日
10：00-15：30

咨询会地点：城西优品道广场1
号门（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99号）
更多信息，扫码了解。

◆全新打造校长下午茶，一
对一解决你的教育困惑

除了升学，在家庭日常教育中，估计
家长们也是一堆疑问：在家庭教育中，父
母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管控
还是放任自由？隔代教育中存在什么样
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家庭教育中怎么
引导孩子的心理成长？到了初中，如何帮
助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

种种教育难题如何化解？2019年升
学季，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还将推出全
新活动“校长下午茶”，在5月25日和26
日两天，将有多位成都顶尖名校长，在他
们精心挑选的地方，备上一壶好茶，和家
长们坐下来，用最放松的状态，一起来谈
谈教育，助力孩子的教育和成长。

会有哪些知名校长将和家长们相
约下午茶？名单先保个密，但是我们可
以确定地告诉大家，绝对都是全成都
的资深名校长。

特别提醒！为了让每个家长都能
得到深度交流，下午茶的名额极其有
限，家长们真的
需要比手速。
如何秒抢名额？
扫描二维码。

成 都 商
报-红星新闻
记者 陈兴隆
王婷婷

一个学校好不好，校长很关
键。这一次出席公益讲座的20多
位名校长，都来自成都最优质的
民办学校，其中，既有成外、实外、
西川中学、师大一中等老牌名校，
也有天府七中、金苹果锦城一中、
新川外国语学校等后起之秀。

能够执掌这些名校，很显然，
这些校长个个都称得上资历过硬。
他们均出自名校且任教多年，从一
线教学岗位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
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与先进的
管理理念。听他们来讲初中阶段的
规划，绝对具有最实用的参考价值。

从 20 日开始，为期三天的讲
座中，校长们将从自己多年的教
育经验出发，为家长详细解读政
策，提供最合理建议，家长更有机
会和校长现场互动。

如此干货满满的讲座，你还
有什么理由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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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是直播，你可以直接与校长面对面交流亮点一：
与 2018 年相比，今年我们重

磅打造的 2019“小升初专题公益
讲座”最大的不同，就是从线上走
到了线下，家长既可以选择线上
观看，也可以亲临讲座现场，与校
长们面对面交流。

当然，团长极力推荐家长们
到现场听，因为从往年的情况来

看，校长们在讲座的过程中，家长
们也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但直播
的问题就在于，有些问题随着评
论的刷屏，很快就被冲掉了，并不
能保证每位家长的问题都能得到
校长们的解答。而且，很显然，面
对面的交流才能更深入。毕竟，孩
子的教育问题，有时候不是三言

两语说得清楚的。
所以，今年的小升初，如果你

被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冲昏了头
脑，有着诸多困惑急需解答的话，
那么不妨赶快报名预约讲座，与
20 多位初中名校长直接交流，一
年只此一次机会。

讲座预约请扫文末二维码。

超豪华阵容 全部是顶尖知名校长亮点二：

昨日下午，成都电子信息产业高
质量发展产学研座谈会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院士、专家、企业齐聚一堂，
探讨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院士、专家们看来，成都电子信
息产业积淀深厚、基础扎实，冲刺万亿
级的关键，是原创性、龙头企业、产业
配套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

电子信息产业如何破题？
要更加注重原创性

“根据我们的统计，成都对清华毕
业的吸引力逐年增加，吸引越来越多
外来优秀人才来蓉干事创业。”座谈会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
尤政对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这样点赞。

未来要实现更好的发展，成都应
该如何破题？明显的优势下，尤政建
议，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未来还要打造成全球电子信息
高端研发制造基地和世界软件名城，
应该在原创性方面多下功夫。尤政表
示，成都应该与国内外高校通力合作，
提高战略定位，以更加长远的眼光进
行规划。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锡祥：

成都打造软件名城顺理成章

“座谈会的召开非常及时，说明成
都对电子信息产业的更好发展进行了
充分的思考。如何系统地发展？专家们

有何建议？这是对未来的提前规划。”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锡祥表示，集思广
益，有助于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根据规划，成都要进一步提升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能级，2020年打造成
为成都首个万亿产业集群，未来将成
都打造成为全球电子信息高端研发制
造基地和世界软件名城。对此，张锡祥
表示，“细细想来，这一切顺理成章。”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

不形成配套，就没有竞争力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看来，目前
许多城市将目光瞄准了电子信息产业，
以他看好的举例，包括广州、成都等。

如何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陈鲸
表示，“大家都在做，就要做出自己的
特色。成都还是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集
成电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自
主生产，以及要自己开发智能终端。成
都提出建设全国重要的芯片生产基
地，需要提升集成电路设计能力，打造
化合物半导体产业链，才能打造中国

‘芯’高地。”
此前，陈鲸曾到成都多个电子信

息企业和园区参观，印象深刻，“确实
有特色。成都人才资源丰富、开发环境
好，尤其是高校、研究所云集。”

他重点说到了产业链。在他看来，
成都产业配套齐全，这是优势，“配套
是系统工作，如果只做一个器件，没有
形成配套，就没有竞争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科学家成“明星” 12位“科学大咖”将走红毯2

大咖

夜间开放 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等科普基地半价3

优惠

过眼瘾、免费耍 重点实验室+世界500强企业4

开放

国产芯片如何破题核心竞争力？
院士专家聚蓉支招

十年签可享一天出签！
以色列即将在蓉开通签证受理辅助服务

去年的咨询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