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海到成都，
不约而同的城市战略——

消费型城市

成都人才总量
已达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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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在本招生区
域；初一年级即在本校
按政策规定入学，有本
校3年正式学籍，且在
本校连续就读的应届初
中毕业生；择校入学的
学生不能享受指标到校
生政策；综合素质评价
达到A等，体育达标

按照规定，市直属
学校指标到校生比例，
为学校面向“5+2”区域
统招生计划的50%；各
区（市）县指标到校生计
划比例，不低于其所属
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
通高中在本招生区域统
招生计划的50%

四大条件
要注意

一组数据
窥一斑

上了重点线，能读四七九
初中不择校，是个硬条件

首先
明确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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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五月十五

近日，成都市印发《加快推进成都
市企业科创板上市的扶持政策》，将对
在科创板成功上市的企业累计给予
1000万元的奖励。

据了解，扶持政策共包含10项具
体条款，从开展直接融资、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资产证券化水平、降
低税费成本等6个方面对成都市企业
在科创板上市予以扶持。政策提出，
对科创板拟上市企业，上市申请被上
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的，给予200
万元奖励；对在科创板首发上市的企
业，一次性给予800万元奖励；对新迁
入成都市的科创板上市公司，一次性
给予600万元奖励。

扶持政策提出，支持企业提升资
产证券化水平。对科创板拟上市企业
改制过程中通过未分配利润、盈余公
积等留存收益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对改制企业按转增股本金额的5%，
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科创板上市
公司实施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按
股权激励计划中核心技术人员所获
得股权对应交易价值的10%给予单
个企业最高100万元补贴。

同时，扶持政策对通过资本市场
增发股票再融资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按融资额的5‰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
元奖励；对开展并购交易的科创板上
市公司，按实际交易额的5‰给予最高
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此外，扶持政策还支持天府（四
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设立科技创新
专板，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
务，培育孵化登陆科创板。对在天府
（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科技创新
专板挂牌的企业，给予每户1万元奖
励；对科技创新专板挂牌企业完成
股份制改造的给予20万元奖励；对
科技创新专板挂牌企业通过股权质
押、增资扩股等方式进行融资的，按
融资总额1%给予天府（四川）联合股
权交易中心奖励，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 据新华社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
新华社杜尚别6月1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5日在杜尚别同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
价中塔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成果，共同
规划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一致同意
深化真诚互信、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致力于发展全天候友谊，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
展繁荣。

习近平首先祝贺塔吉克斯坦成功
主办亚信第五次峰会，指出峰会达成
的重要共识和成果，向世界发出了积
极信息，注入了正能量。中方高度评价

塔吉克斯坦担任主席国以来为推进亚
信进程所做大量工作，愿继续给予塔
方大力支持，不断提升亚信整体合作
水平。

习近平指出，建交27年来，中塔关
系始终保持快速发展良好势头。中塔
已成为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真诚互信
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彼此扶
持的好兄弟，两国关系处在历史最好
时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方乐
见一个稳定、发展、繁荣的塔吉克斯
坦，坚定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塔吉克斯

坦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所作努
力。中方愿同塔方加强两国关系顶层
设计，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共同打造
中塔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塔双方要继续在
涉及各自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
持。塔吉克斯坦始终积极支持和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中塔在“一带一路”
框架内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
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
克斯坦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
潜力，提升合作质量，全面深化设施联
通、能源、农业、工业等领域合作。中方

愿帮助塔吉克斯坦提升农业现代化水
平，支持并愿积极参与塔方建设自由
经济区。中方愿同塔方密切文化、教
育、旅游等领域交流，让中塔友谊深植
人心，让世代友好薪火相传。双方要深
化在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
罪、禁毒、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维护
两国安全和本地区和平稳定。

拉赫蒙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再次访问塔吉克斯坦，感谢中方为亚信
第五次峰会成功举办作出重要贡献，祝
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祝愿友
好的中国永远国泰民安。塔方把深化同

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外交优先
方向之一，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支持和
帮助，愿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双方
能源、石化、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重点项目合作，助推塔吉克斯坦实现工
业化目标。双方要密切青年、教育、文化
等人文交流。塔方致力于同中方一道打
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加强执法安
全合作，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
多边事务中协调。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方
援塔议会大楼、政府办公大楼项目模
型揭幕仪式。习近平和拉赫蒙一起参

观项目宣传展板，听取有关设计方案、
合作情况的介绍，随后前往主席台，一
起揭开覆盖在模型上的红绸缎，为模
型揭幕。

随后，两国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
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见证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拉赫蒙在总统府前广场

为习近平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在
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
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

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

来，光明日报自觉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
步，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

界，在政治建设、理论创新、道
德引领、教育启迪、文化传播、
科学普及等诸多领域，发挥了
重要作用。

紧转02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强调

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 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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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成都共
有12.08万考生参加
中考，中考成绩公布
日期越来越近。

中考只要上重点
线就可以读“四七九”？
而且，还远远不止“四
七九”，全市所有的重
点高中都有可能。听起
来，这种“天上掉馅饼”
的事感觉有点不靠谱，
但指标到校生确确实
实是一项中考利好政
策，并且是一项最容易
被家长忽略的政策。
有的家长是到孩子进
入初中以后才了解，
可惜那个时候因为之
前小升初的一个决
定，孩子已经与这项
政策无缘了，家长只
能追悔莫及，这样的
例子，在每年的初升
高中并不少见。

中考结束，各家
都在想孩子如何才能
上“四七九”。我们整理
了数据，同时找市教育
局要了资料，发现了一
个50%的惊人比例。
所以，在这个升学季，
我们为各位家长，尤
其是小学段家长解读
大家还较为陌生的
“指标到校生”政策。

收看校长直播
为您答疑解惑
距离拿分数还有十多天，但

考察学校一定要提前行动。为了
让考生更加了解自己心仪的学
校，成都商报特别举办成都商
报·成都儿童团2019中考专题公
益讲座。邀请成都石室中学、石
室天府、成都七中、成都七中万
达学校、成都七中八一学校、七
中实验、树德中学、树德博瑞、树
德协进、成都外国语学校、成都
石室外语学校、电子科技大学实
验中学、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师大一中龙泉校区、温江中
学等30多所公、民办优质名校的
校长或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与广大家长考生相约，与广大市
民朋友“面对面”实时交流，全方
位解读学校的方方面面，为广大
中考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此次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
2019中考专题公益讲座在散花
书院举办，为期三天。首日直播
将在6月19日上午9:30开始，广大
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成都商报
官方微博和红星新闻客户端进
行在线观看。

除了校长直播，成都商报·
成都儿童团还特别建立中考服
务群，各位家长可以向群内十多
位专业资深的教育记者提问，无
论是选高中还是问政策，记者们
都能为你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指
导，而且全部免费。

赶快扫码添加“团团”为好
友，回复“中考”即可进中考服务
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胡越

在不少家长的观念中，都觉得初中一
定要上一所热门学校，孩子在三年后才能
考上好的高中。然而，因为指标到校生的
政策，结果可能恰恰相反——中考硬上
线，会比指标到校生的竞争更激烈。

我们分析了2019年中心城区各区
指标到校生市级统分指标的分配情况
后发现，“四七九”以及各个区的省重
高中，其指标到校生计划都是按比例
（主要根据每个初中学校的生源比例来
确定指标到校生的比例）分配到各个区

初中学校的，也就是说，每个区的初中
学校，在初升高时，都有学生通过指标
到校的途径，读到“四七九”等重点高中
（市级统分指标的分配涵盖区域内所有
初中学校）。

指标到校生政策并非成都独创，而
是按照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有关文
件要求来执行的。

众所周知，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都是推行的免试就近入学。为了遏制

“择校热”，促进教育公平及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的优质均衡，发挥优质教育资源
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市初中均衡配
置办学资源，所以在初中学校的出口
上，由教育行政部门将省二级以上示范
性普通高中统招生计划，按规定比例合
理分配到区域内的初中学校，由初中学
校综合评价、择优推荐学生入学，由此
诞生了指标到校生，让每个初中学校的
优秀学生都有机会读到重点高中。

成都于2007年开始实行指标到校
生政策。

这项中考政策，什么样的学生才能
享受呢？

这里，有以下几个条件需要学生同
时具备：

（1）户籍在本招生区域（“5+2”区
域作为一个招生区域，其余各区<市>
县各作为一个招生区域，全市共16个招
生区域）。

（2）初一年级即在本校按政策规
定入学，有本校3年正式学籍，且在本
校连续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符合
政策规定正常转学的，应在本校连续
读满2个学年以上、且有本校2年或以
上正式学籍。

（3）择校入学的学生不能享受指
标到校生政策。择校是指在初中入学

的时候，孩子没有按照成都小升初各
批次的正常录取去应该就读的公办学
校，而是放弃分配的学位，选择了别的
学校。需要说明的是，小升初在分配的
公办学位和民办学位之间二选一，不
算择校。

（4）综合素质评价达到A等，体育
达标。

满足了以上条件以后，孩子在初中
就有资格申请指标到校生了。

指标到校生是如何产生的？第一步：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会结合本区实际，制
定本区指标到校生的具体工作办法。

第二步：各初中学校会依据学生初
中各阶段学业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
价结果，按学生自愿、从高到低的原则，

制定本校的指标到校生产生办法。
第三步：各区和初中学校在执行指

标到校生政策过程中，指标到校生名额
会在全校范围内使用，不会分配到班。

第四步：各学校在规定时间内将候选
学生按规定公示后，上报各区教育行政部
门，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汇总后，在规
定时间内统一上报成都市招考办。

中心城区省重高中指标分为艺体
指标、市级统分指标、区域指标等五类，
中心城区市直属学校（如“四七九”等）
指标分为艺体指标、市级统分指标等。

一般来说，市级统分指标需要孩子
参加中考，且中考分数须达到重点线以
上；区域指标则根据各个区的规定，可
以不用参加中考。

指标到校生是一项初升高的政策，
为何小学段家长就要掌握？因为，该政
策有一条基本规定：初中择校入学的学
生不能享受指标到校生政策。所以这事
关孩子小升初的选择。

这项政策对于初中生而言有多重
要？可以说在省重（包括省一级和省二
级，下同）高中的录取中，它的分量与
参加中考硬上线各占了“半壁江山”，
但一直以来却并没有得到中考的那种
关注度。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在这之前，首先明确一点：指标到
校生计划为学校统一招生计划——就
是说它是在高中统招计划内的，并不是
单列或增加的招生计划。

按照规定，市直属学校指标到校生
比例，为学校面向“5+2”区域统招生计
划的50%——这意味着每年“四七九”
录取的学生中，有一半都是分数只要上
了重点线，经初中学校推荐就有资格入
读的学生。

各区（市）县指标到校生计划比例，
不低于其所属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

通高中在本招生区域统招生计划的
50%——这句话的意思同上，各区内的
省重高中也是这样的情况。

同时，成都每年大约还有6000多名
学生不用参加中考，就通过区域指标上
了高中。

相比之下，中考分数更高，但是由
于没有上学校的分数线，那么孩子就读
不了这个学校，反而中考分数更低的指
标到校生能够读，这样的例子，在每年
的初升高中比比皆是。

成都印发《加快推进成都市
企业科创板上市的扶持政策》

将对在科创板
成功上市的企业

累计奖励1000万元

指标到校生 非单列或增加的招生计划

您得
注意

政策
背后

初中择校入学 不能享受指标到校生政策

遏制“择校热”促进教育公平及学校优质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