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计划
各校学位计划见下表（表中所列计划包含符合条件的高层

次人才子女直接安排就学计划）

学校
名称

计划
班数

计划人数

合计
随机派
位人数

艺体生
人数

备注

随机派位人数中含
30名郊区新城学生

1.所列计划只是该校
按规定承担的随机
派位公办学位计划
2.不提供住宿

1.所列计划只是该校
女子实验学位计划
2.不提供住宿

石室中学
（北湖校区）

7 315 300 15

成都七中
（高新校区）

7 315 300 15

树德中学
（外国语校区）

8 360 342 18

树德中学
（光华校区）

6 270 257 13

北京师范大学
成都实验中学

2 80 76 4

成都市
第十一中学校
（女子实验学校）

2 100 100

报读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成都七中（高新校区）、树德中学
（光华校区）、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
验中学条件：户籍在成都市中心城区的小学毕业生，或已在
成都市中心城区就读的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员随迁子女。

报读成都市第十一中学校（女子实验学校）条件：户籍在
青羊区的小学毕业生（限女生），或已在青羊区就读的符
合条件的流动人员随迁子女（限女生）。

郊区新城学生报读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条件：户籍在
成都市郊区新城的小学毕业生，或已在成都市郊区新城
就读的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员随迁子女。

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希
望报读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成都七中（高新校区）、树德
中学（光华校区）、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北京师范大学
成都实验中学以及郊区新城希望报读树德中学（外国语
校区）的学生和家长需注意：学生若被录取，三年后毕业
时按当年成都市中考政策报名、考试和录取。

按当前中考政策，原则上回户籍地参加中考，也可在
“5+2”区域申请借考，但不能享受指标到校生政策，可填
报公办普通高中调剂生计划、民办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和
五年高职（师范）招生计划。

报名条件

●家长代表申报●资格核查 ●学位确定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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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布《关于2019年小升初公办学校第二批次学位确定公告》。根据规定，中心城区（包括成都天府新区[指纳入中心
城区招生入学范围的区域]、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公办学
校第二批次，也就是俗称的“大摇号”，实行网上报名、在符合条件的学生中随机派位录取的办法。

报名时间为6月22日10：00至6月25日17：00。其中，四七九“三校四区”今年随机派位人数共计1199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成都小升初公办学校第二批次学位计划公布

6月22日至25日报名
四七九“三校四区”

随机派位计划1199人

报名时间为6月22日10：00至6月25日
17：00。每位学生限报上述6所学校（校区）
中的一所学校（校区）。

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可访问网址
www.cdzk.org或www.cdzk.com，点击“小
升初网络应用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
平台”），凭小升初毕业信息采集时已注册
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服务平台，进入“市
直属学校等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学
生报名中的有关问题，请向学生就读小学
所在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咨询。

网报期间，学生和家长每天24小时均
可上网报名，也可修改志愿。随机派位与
报名先后无关，请学生和家长合理安排报
名时间，尽量避免网络拥堵。

报名结束后，市招考办
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核查。
凡录取为艺体特长生的中心
城区学生，不能再参加公办
学校第二批次的报名随机派
位。6月27日10：00至6月28日
17：00，学生可通过网上报名
系统查看是否符合派位条
件。市招考办也将通过官方
网站（www.cdzk.org）公布符
合随机派位条件的学生名
单。若家长有异议，可于6月
30日17：00前到市招考办反
映、举报（市招考办电话：
86691516，地址：桂花巷34
号），逾期不予受理。

成功报名且经资格审查符合派位
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家长，可申请作为家
长代表到现场参加随机派位大会。申报
时间为6月22日10:00至25日17:00。符合
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家长凭学生用户名
和密码登录服务平台，进入小升初随机
派位家长代表申报系统进行申报。市招
考办根据工作场地的大小确定家长人
数，从报名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家长中随
机抽取，在网上公布可到现场参加随机
派位大会的家长。家长应于6月30日10:
00后进入小升初随机派位家长代表申
报系统查看申报结果。派中参加随机派
位的家长代表应于随机派位当天持本
人有效身份证准时参会，家长代表资格
不替补、不转让。

7月2日由市招考办在市级有关部
门、部分新闻媒体、学校、学生家长代
表的共同监督下，统一组织公办学校
第二批次报名随机派位。若学校符合
条件的报名学生人数未超过该校随
机派位学位计划，则直接录取所有报
名学生；若学校符合条件的报名学生
人数超过该校随机派位学位计划，通
过随机派位确定学位。7月2日下午
16：00，市招考办将在服务平台上载
入派位结果，学校公布录取学生名
单。学生可采取与报名时相同的方式
登录服务平台查询结果。

被公办学校第二批次录取的学生
不能参加公办学校下一批次的划片或
划片随机派位。

报名时间及方式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17
日在北京宣布：应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0日至21
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
行国事访问。 相关报道见02版

6月17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合作局获悉，
2019川商发展大会开幕式暨川商
发展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将于
6月26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会议规模约1500人。

本次大会将整合四川各市
（州）资源，围绕全省“5+1”产业
及其他重点产业，集中包装推出
一批面向全球川商的投资合作项
目，总计2130个，涉及投资总额
3.45万亿元。

本次大会以“聚力川商新时
代·拥抱四川新发展”为主题，由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
主办，四川省经济合作局牵头，与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中共四川
省委宣传部、四川省工商业联合
会、四川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四川
省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承办。

本次活动包括1场主体活动
和4场专项活动，其中主体活动为
2019川商发展大会开幕式暨川商
发展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专
场活动包括：四川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及相关省领导会见重要参

会嘉宾代表；知名大学校友企业
家恳谈会；川商发展成果及推出
投资合作项目展；“川商家乡行”
市（州）专题系列活动。同时，大会
还将举行由商（协）会等承办的
2019天府论坛、川商扶贫公益音
乐晚会、2019川商发展大会投融
资会和2019青年川商发展峰会。

本次大会将邀请客商包括境
内外川商、在川投资或有投资意
向的企业、商协会和机构，涵盖了
央企、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
国民营500强、知名跨国公司和行
业领军企业，无论是参会客商总
数、标志性人物、总体客商层次和
在业界的影响力都比往年川商活
动有明显提高。

截至6月14日，确定参加大会
主体活动的重要企业838家、重要
嘉宾1156人，其中包括大连万达
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新希望集团
董事长刘永好、中国航空工业总
经理罗荣怀、紫光股份董事长于
英涛、苹果公司全球副总裁沈融
睿等，整个大会各项活动的参会
客商总数预计8000人左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广邀八千客商
2019川商发展大会月底举行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 张家华）17日，四川省委常委、
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会见了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
书记王小东率领的南宁市代表团
一行。双方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强化使
命担当，深化交流合作，优势互
补、创新发展，共同推动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造福两地广大企业
和市民。

近年来，四川与广西带头落实
中央战略部署，深化全方位交流合
作，推动内陆和沿海沿边沿江协同
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此次南
宁代表团一行，旨在进一步深化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来川考
察合作成果，充分发挥成都和南宁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城
市的独特优势，挖掘更多合作的创
新点和突破口，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促进川桂两地交流合作，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代表团一行考察了成都规划
馆、天府新区规划厅、中国-欧洲
中心、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盈创
动力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新经济
活力区双创服务平台、中国电子
成都8.6代线生产基地、通威太阳
能（成都）有限公司等，全面了解
了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城市的实践探索，特别是成
都调整城市空间布局、重塑产业
经济地理，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
能，依托“三城三都”推进世界文
化名城建设等相关理念和做法。

两市相关领导参加活动。

范锐平会见广西南宁市代表团

服务国家战略 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
斐）当前，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朝着深层次、系统化方向推进，亟
须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为大气
环境治理提供有效支撑。昨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罗强率队前往我市
部分有关企业、重点区域现场办
公，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中央、省、市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深入实施

“治气十条”和大气污染防治“650”
工程，充分发挥科技力量，进一步
强化科技成果在蓉转化及推广，毫
不松懈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一
微克一微克抠出更多蓝天。

罗强一行先后前往郫都区四
川天路通环保机械制造公司、金
牛区纳尔美公司、成都高新区中
石油仁和加油站、锦江区成都生
物制品研究所等地，实地察看“全
气动干式吸尘车”作业效果，“车
载空气净化装置”车内外动态净
化效果，多维除霾生态系统试点
场地大型移动除霾净化装置运行
与测试情况，油气回收装置运转、
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及改电锅
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
现场办公中，罗强强调，随着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深入推进，大
气环境治理亟须从单纯的“关停
限”向充分发挥科技力量转变。一
要持续做好工地扬尘及道路扬尘
管控，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段，
尽快投用更多科技含量高、资源
消耗少、治理成效明显的科技产
品。二要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推动
科技成果在蓉转化及推广应用，
深化环保智库建设，加快推进信
息化建设，持续推动科技在空气
质量改善中发挥重要作用。三要
深入抓好源头治理，切实抓好燃
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等技术改造
工作，严查散煤燃烧及露天焚烧
垃圾等行为。四要强化新能源汽
车推广，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营造新能源汽车良好使
用环境。五要加大环境保护宣传
力度，大力倡导“人人有责、人人
保护”，推动形成全社会保护环境
整体合力，努力营造大气污染防
治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副市长曹俊杰，市政府秘书
长周先毅等参加现场办公。

罗强在推进科技治气工作现场办公时强调

充分发挥科技力量
一微克一微克抠出更多蓝天

蓉漂日、人才白皮书……
为了留住“蓉漂”成都真的很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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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长宁县
发生6.0级地震

省政府已启动二级响应，省地震局立即开展应急
处置工作，各地消防、医疗队紧急驰援……

数据 震源深度16千米，震中距珙县22公里、距长宁县
27公里、距兴文县33公里、距高县39公里、距筠连
县43公里，距宜宾市52公里，距成都市261公里

伤亡

救援

截至今晨1点20分，地震已造成19人轻伤、2人死
亡、1人失踪

0404

6月18日，在长宁县双河镇，救援人员搜救地震中被困人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