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2020高中艺体特长生招生政策出炉

7月17日起网上报名

一颗红豆拍出21万，
这是故事还是事故？

874万高校生毕业，
就业如何
“起飞”
受到多方因素影响，今年高校
毕业生就业是真难。教育部的新闻
发布会数据显示，2020 届高校毕
业生 874 万人，同比增加 40 万人，
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就业一头连着用人单位，一头
连着求职者。现状是，一边经常听
到用人单位抱怨“招不到好人才”，
一边是毕业生连连感叹
“找工作太
难了”
。而这种都喊
“难”的局面，
是
多方面因素综合叠加导致的。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提出
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如网友所言，
尽管过去都是所
谓
“最难就业季”
，
但在往年此时，
大
部分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几乎已经无
缝
“匹配”
，
而在今年，
虽然从中央到
地方，不少相关部门和企业早就通
过政策扩招等渠道提前努力，拿出
专门岗位和机会应对，但总体形势
还是难的。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华南理
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期透露，
截至 5 月 25 日，该学院本科生就业
率 为 35.17％ ，其 中 签 约 率 仅 为
14.48％ ，研 究 生 就 业 率 为
48.53％，就业率不足五成。数据显
示，截至 5 月 20 日，今年应届毕业
生春招的整体招聘规模较 2019 年
同期下降 27％。
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佐证了
今年就业形势的艰难。不过应当看
到，就业难并非一两味“药”就可以
化解。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需
要靠发展，靠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来

不断扩大就业蛋糕。就眼下 874 万
高校毕业生的
“饭碗”而言，
最需要
政府、用人单位、学校和学生个体
等共同努力。
从政府角度来说，随着疫情防
控渐趋稳定和复工复产有序进行，
要继续释放政策红利，
减轻用人单
位负担，激活市场主体特别是“就
业大户”民营中小企业的信心和活
力；用人单位则要因实因时而动，
根据自身实际和长远规划创造更
多岗位；高校要周全谋划，为毕业
生就业创业提供更多信息、
指导和
信心，不能偏爱就业率而
“怠慢”
了
就业质量；而对于广大毕业生来
说，还是应当历练好自身本领，仰
望星空之时，不妨脚踏实地，放宽
就业视野，积极主动出击。
尤其需要提醒的是，就业难背
后，也要进一步破除一些不合理的
限制性条件和门槛。
往年，
一部分就
业难的原因在于就业机会不够公平
公正、
就业环境不够透明。
一些用人
单位在学校、
相貌、
性别、年龄等层
面设置不合理条件，一定程度上变
相加大了就业难度。这也应该成为
化解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保证
就业质量上的一个发力点。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也是发展之
源。
每个高校毕业生的身后，可能
都有一个家庭的期盼。
做好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工作，需要多方合力，
更需要个体主动出击，
把握好每一
次机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评论员 林风

7月1日起
我省食品生产许可
办理时限缩短10个工作日

日期

工作内容

7月17~19日

网上报名、
填志愿

7月17~19日

现场资格审查

7月20~22日

专业测试

7月23日17：
00前

学校录入专业测试成绩

7月24日

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7月25日

市教育局审核

2020年
备注
面向中心城区招收
高中艺体特长生
相关日程

7月26~28日

专业测试结果公示

学校公示，
考生也可在网报系统中查询

7月29日

导和中考成绩，
折算调档分

考生可在网报系统中查询

8月5日

录取

考生可在中考平台上查询

报名及资格审查：
考生均须参加成都市中考报名

（具体分报考项目、资格审查，建
议时间安排由学校确定并于7月
16日中午12：00前在学校官网或
报考条件：
报考艺体特长生的
官微公布），未在规定时间内到现
考生均须参加成都市中考报名，
且
场进行资格审查和健康状况申报
户籍、升学区域均应在中心城区
的考生视为放弃志愿。
（报考成都三中调招类艺术特长生
每名考生可填报三个志愿，
每
的考生升学区域必须在中心城区， 个志愿限报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
户籍不限）。
专业测试及成绩录入：
报考艺术特长生必须具有某
项艺术专长且达到一定水平，
在就
每位考生必须参加专业测试
读初中或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
的艺术比赛活动中取得一定成绩，
专业测试由招生学校组织有
艺术考级不得作为报考条件。
报考
关专家进行评审。
每位考生必须参
体育特长生必须具有某项体育专长
加专业测试。
且达到一定水平，
在就读初中或教
体育类专业测试应充分考虑
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体育比赛活
疫情对成都初三年级学生身体锻
动中取得一定成绩。
炼的影响和复学后身体恢复的实
考生所持的艺术、体育证书专
际情况，原则上不测试中长跑项
业项目须与报考学校的专业项目
目并避免身体接触类项目，同时
相同，
且必须具备初中阶段的相应
应充分考虑季节、气温等的影响，
证书。
确保安全。如因条件限制，确需在
2020年高中艺体特长生网上
校外体育场馆组织相关项目专业
报名的时间为2020年7月17日8： 测试，应选择符合安全管理和疫
00-7月19日15：00。考生应在此期
情防控相关要求的校外体育场
间访问网址www.cdzk.org或www.
馆。测试过程应全程摄像并由学
cdzk.com，点击“中考网络应用服
校妥善保存。
务平台”
，进入“志愿填报及录取查
测试地点为各招生学校。
询-第一批次志愿填报-艺体特长
测 试 时 间 ：7 月 20 日 -22 日 。其
生网报”进行填报，并上传与本人
中 ，7 月 20 日 ，填 报 第 一 志 愿 的
报考专业相关的体育艺术项目证
考 生 专 业 测 试 ；7 月 21 日 ，填 报
书照片。
第 二 志 愿 的 考 生 专 业 测 试 ；7 月
报名后，考生应根据学校安
22 日 ，填 报 第 三 志 愿 的 考 生 专
排携带艺体特长相关材料原件
业测试。
（不得携带其他无关材料）于7月
专业测试结束后，
各招生学校
17-19日期间到报考学校进行现
应及时在网上录入所有参加测试
场资格审查，并如实申报个人及
考生的专业测试成绩。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注意！
噪声严控期来了，
这些时段遇噪声可投诉
为保障全市考生拥有安静
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成都市招
生考试委员会昨日发布2020年
我市高考、中考期间禁止影响
考生的噪声污染要求公告。



严格限制建筑施工噪声干
扰学生学习，禁止夜间建筑施
工产生噪声。7月1日-7月15日，
禁止在每日22：00至次日6：00
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
施工。在居民集中的地区和学
校附近的工、矿企事业单位若
产生噪声也按此要求执行。



考试期间（高考7月7日、8
日，中考7月14日、15日）全天禁
止全市考点周边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进行混凝土浇
筑和电锯、切割机等易产生噪
声的施工作业。



禁止餐饮业及文化娱乐场
所噪声干扰学生学习，在居民
较为集中的地带和学校附近，7
月6日-8日、7月13日-15日停止
产生噪声的营业活动。防止露
天娱乐场所、室内娱乐、集市及
室内外装修等活动的噪声干扰

学生学习和影响学生休息。



接受考生集中住宿的宾
馆，其娱乐场所在7月6日-8日、
7月13日-15日停止营业。



禁止在城市区域内使用高
音广播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
噪声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严格控制城市区域内机动
车辆喇叭噪声（救援车除外）。



高考、
中考期间，
各区（市）县
要在考点周围发布通告，
除紧急
抢险和救护等特殊情况外，
任何
单位和个人严禁产生噪声干扰考
点。
违者坚决取缔并依法严处。
市民在高考、
中考期间若发
现噪声污染影响考生学习、
考试
和休息，
可拨打以下投诉电话：
市生态环境局：
12345
市住建局：
12345
市城管委：
12345
市文广旅局：
12345
市应急局：
12345
市公安局交管局：
962122
（据成都教育发布）

小区住宅变身
“菜鸟驿站”
？
执法部门：尽快整改！
日前，家住成都市双流区银
河路160号——北京城建·龙樾湾
小区的市民投诉，有租户擅自改
变住宅用途开设菜鸟驿站，导致
小区内部道路拥挤，收发快递时
产生的噪音也影响到周边居民的
正常生活。28日，双流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回复，菜鸟驿站已在物业
公司楼下找好商铺，
将迅速搬离。

周边住户：
运输板车经过，
噪音影响休息
6月24日，记者在龙樾湾小区
看到，这家菜鸟驿站位于该小区
联排别墅区15栋2-103号。该区域
每排别墅被宽5米左右的小区内
部道路隔开，每户一楼门前屋后
均有一个花园。菜鸟驿站所在别
墅门前花园和室内均堆放着待领
取的快递。当天上午10时左右，站
点门前停放着两辆运输快递的货
运三轮车，
有4位居民正在取件。
15 栋 周 边 一 位 住 户 告 诉 记
者，该处菜鸟驿站于今年初开始
营业，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到此处取件的住户不断，加之快
递员卸货、板车运送快递等形成
的噪音，已影响到住户日间的休
息与生活。
“每当板车经过，轰隆隆的声
音就像有火车从家门口开过。”一
位家住13栋的居民告诉记者，每
天中午和晚上7、8点时，到菜鸟驿
站取件的住户较多，已影响到了
自己和家人休息。
除了噪音，另一位住户对安
全问题表达了担忧，
“家里的老人
和小孩每天在家门前散步和玩
耍，但菜鸟驿站每天有大型货车
和小型货运三轮车进出，因此很
担心。
”
除此之外，与菜鸟驿站共用
内部道路的13栋住户认为，菜鸟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黄敏 廖敏 校对 陈婕

开在联排别墅区的菜鸟驿站
驿站的运输车辆占用路面，导致
住户的私家车无法通行。
不过，也有居民有不同看法。
家住该小区高层住宅区域的王女
士则认为，菜鸟驿站开在小区内
对住户取件是一种便利，
“大家平
时网购都比较多，如果每个快递
都要到小区外面去取，确实会很
不方便。
”

菜鸟驿站：
一开始没料到噪音扰民的问题
据记者了解，北京城建·龙樾
湾小区分为别墅区和高层住宅区，
那此菜鸟驿站为何会选在联排别
墅区开设呢？
菜鸟驿站负责人廖师傅告诉
记者，小区建成后陆续引进了智
能快递柜，但由于该小区有上万
住户，每天的快递量较大，智能快
递柜并不能完全解决住户的取件
问题。同时，很多住户白天上班，
都是家里的老人代取快递，他们
操作智能快递柜也有一定困难。

“最初菜鸟驿站并不在15栋，
而是设在高层住宅区的34栋，但
伴随着快递量的增多，原先的场
地已不能满足业务需求。后将菜
鸟驿站搬迁到相对开阔的15栋。
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噪音扰民问
题。
”廖师傅说。
菜鸟驿站开业后，每天产生
的噪音引起周边住户的抱怨，在
多次受到周边住户投诉和小区物
业规劝后，驿站已将每天的关门
时间从此前的晚上10点半调整至
现在的9点。同时，也开始使用无
噪音的板车拖运快递。

执法部门：
已责令业主尽快整改
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
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
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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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业主同意。
“我们都是在他开门营业之
后，
才知道对面的房子被改成菜鸟
驿站的。”家住13栋的住户告诉记
者，菜鸟驿站与房东签订租约后，
并未就该处住宅将被改造为菜鸟
驿站征求周边住户同意。
自菜鸟驿站开门营业以来，
周边住户就多次向小区物业进行
投诉。小区物业谭姓经理告诉记
者，
由于该菜鸟驿站与业主之间签
有租约，
物业只能就业主反应强烈
的噪音问题进行规劝。
在物业多次
协商无果后，
周边住户通过成都市
网络理政平台进一步反映了情况。
6月28日，记者从双流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了解到，该局执法人
员24日已责令菜鸟驿站业主尽快
整改，并将再次去往现场。目前，
菜鸟驿站已拆除部分货架。同时，
在小区物业帮助下，该菜鸟驿站
已在物业公司楼下找好商铺，将
迅速搬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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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依法确定本级或县（区、市）市
场监管局负责，并报省市场监管局
同意后实施。
不过，
对于风险高的婴
幼儿辅助食品（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的许可权
限，
将上收省市场监管局实施。
从7月1日起，新办食品生产许
可、变更食品生产许可等4类情形
须组织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应当由
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进行，根据需要
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核查
人员参加现场核查，核查人员不得
少于2人。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实施意见对申请材料、许可时限等
作了调整压缩。特别是在时限要求
上，许可办理时限由原来的20个工
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现场核查
时限及许可证颁发时限由原来的
1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6 月 29 日，2020 年成都
面向中心城区（指成都天府新
区、成都东部新区【纳入中心城
区招生范围的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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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温江区、双流
区、郫都区，下同）高中艺体特
长生招生政策出炉。
招生学校为被命名为省级、
市级阳光体育示范学校（艺术教
育特色学校），
且经批准招收艺
体特长生的高中学校。

年 月
6
2020

从7月1日起，除特殊食品、白
酒、食品添加剂的许可权限在省市
场监管局外，
其余食品类别许可权
限均下放到各市（州）；许可办理时
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
日……这是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正式下发的《关于贯彻<食品生
产 许 可 管 理 办 法 > 的 实 施 意 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带来的新
变化。
据四川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实施意见”
主要对省、
市
市场监管局分别负责的食品生产许
可权限作了明确划分。今后，四川
的白酒、
食品添加剂的许可权限，
调
整为市（州）市场监管局负责。粮食
加工品、
调味品（味精）、
可可及焙烤
咖啡产品、食糖、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糖）等低风险食品的许可权
限，由市（州）市场监管局根据本地

体育类原则上不测试中长跑

要闻

鲁迅、
许广平、
萧红、
萧军、
端木
誌”
，
另一张两面都写着：
“这是鲁迅
蕻良，
这几个名字同时出现，
你大概
先生送给肖红的红豆。
”
以为这是电影《黄金时代》吧。
不，
这
也就是说，这枚红豆意义的关
是一枚红豆的故事。
键点在于两张字条。
如果为真，
那有
据媒体报道，
6 月27 日，
这枚红
两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是字条的
豆出现在广东崇正雅集第九期艺术
真实性，其次是如何由鲁迅送许广
品拍卖会上，
1000元起拍，
短短几分
平的红豆和鲁迅送给萧红的红豆，
钟，
就被人以21万元价格落槌。
推测出上文的故事。
而与红豆有关的故事也随之进
字条的真实性有待验证，
但我
入人们视线。
据报道，
相关拍卖公司
们可以故事为切口，
来分析一下。
的微信公号文介绍，红豆本是鲁迅
据拍卖公司相关人员介绍，
端
送给许广平的，许广平在萧红决定
木后人提供了好几十件端木的遗物
委托拍卖公司替她拍卖，但在给到
远赴日本之际，以鲁迅许广平二人
名义转赠给当时和萧军出现情感波
拍卖公司时，
后人并不知道红豆的
折的萧红。
萧红去世多年后，
端木蕻
存在。
也就是说，
在其提供给拍卖公
良整理遗物，
将 30 余枚红豆赠予萧
司拍卖前，似乎并没有这个与红豆
红故乡哈尔滨，独留一枚作纪念。 有关的故事。
2011 年，萧红纪念馆在她诞辰 100
媒体报道中，拍卖公司在微信
周年之际对外开放，人们看到了关
公号文中提及许广平的一篇回忆文
于红豆的故事。
章和端木将 30 余枚红豆赠予萧红
一枚辗转多位名人之手的红
故乡哈尔滨，
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
豆，
确实神秘又离奇。
这个故事发生
和有迹可循的来源，后来却被哈尔
在文学与文学家身上，无疑更增添
滨的萧红纪念馆称
“这是子虚乌有
了几丝浪漫的色彩。
的事情，网上那些传闻你信。”
更有
对于拍卖而言，
与其说是在
“拍
研究鲁迅的学者质疑，
哪有将定情
物”
，不如说是在“拍故事”。
名人效 （相思）物送来送去的？
太儿戏了。
应与神秘故事附着在一枚小小的红
这枚拍卖到 21 万的红豆，
背后
豆身上，能为拍品增添巨大的价值
的故事是否真实尚不得知，
但应明
已不言而喻。
确，
拍卖公司不是编剧公司，
挖掘拍
然而，此事出现反转的是，就
品故事不能无中生有造故事。
在这则新闻发布后不久，
有媒体联系
一度以来，个别拍卖公司为了
鲁迅后人和萧红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吸引买方，让拍品卖一个好价钱，
求证相关说法时却发现，
所谓的
“鲁
总是想方设法地挖掘与拍品有关
迅许广平赠萧红的红豆”
之说，
难以
的故事，过去曾火热的电视鉴宝类
判断真伪，
而30余枚红豆赠送萧红纪
节目，也常以文物流传的故事为卖
念馆的事，
更是
“子虚乌有”
。
点。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过度
反转的故事，
波澜起伏。
或许对现
挖掘甚至刻意编造那些玄之又玄
有信息进行梳理，
不难发现一些疑问。
的故事，或隐藏真相篡改事实，就
在工作人员讲述的故事里，
这
涉嫌构成欺诈行为。
枚红豆的发现过程也颇为奇特。
拍
市场的环境好坏，
由市场内所
卖公司相关人员向媒体介绍时表
有个体的行为决定。拍卖公司应以
示，这枚红豆是在预展中无意发现
诚信为基本原则，在拍品本身的真
的，
它本藏在一个香盒的锦囊里，
因
实性上下功夫。
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
客人要求看展品，才发现里面有红
拍卖企业的权威性和美誉度，
才能
形成良性的拍卖市场生态。
成都商
豆，
还有两张小纸片，
一张写着：
“鲁
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黄秋荻
迅先生送给广平先生的红豆，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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