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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
茜）1月12日，记者从四川省环
境监测总站获悉，受静稳、逆温
等不利污染气象条件的影响，1
月11日四川开始出现新一轮区
域性污染过程，全省21个市州
政府所在地城市PM2.5的日平
均浓度较10日升高了19.7%，其
中自贡、绵阳、达州3市为中度污
染，成都、泸州、德阳、内江、乐山、
南充、宜宾、广安、巴中9市为轻
度污染，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截至12日 16时，自贡、宜
宾两市为重度污染，乐山为中度
污染，成都、泸州、德阳、绵阳、遂
宁、内江、南充、眉山、广安、达
州、雅安、资阳 12市为轻度污
染，其余城市为良或优。

预计未来3天，区域性污染
整体呈加重趋势。13日，盆地
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
染，盆地西部大部、南部部分和
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污染至
中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14日，盆地西部局
部、南部部分和东北部局部城
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盆地西
部大部、南部部分和东北部局
部城市为轻度污染至中度污
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
污染；15日盆地南部部分和东
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
染，盆地西部大部、南部部分和
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污染至
中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

补贴对象
包含六大类毕业生

记者了解到，近日成都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成都市财政局和成都市
教育局三个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在蓉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
作的通知》，其中明确了可以申领补贴的
对象，即在蓉普通高等学校在毕业年度
内有就业创业意愿的以下六类学生（全
日制学生，不含自考或成人教育类学
生）：

包含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贫困残
疾人家庭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残疾毕业生；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
和就读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
生。

在蓉技工院校的高级工班、预备技
师班或特殊教育院校的职业教育类应届
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的范围、标准、
时间和工作要求，参照本通知执行。

从2018届（含）起，高校毕业生求职
创业补贴标准从800元/人调整为1200
元/人，每人只能享受一次。同时具有多
重身份类别的，不重复享受。

补贴流程
人员须公示7个工作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
申领补贴流程为，毕业学年开学后，符合
条件的应届高校毕业生自愿向所在院校
提出申请，由各院校明确专人负责收集申
请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初
审，将初审通过的申请补贴人员名单在校
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在公
示时要注意隐藏或遮挡身份证号码部分
数字，不得公示家庭住址、联系方式、银行
卡号、出生日期、家庭困难状况、身体残疾
情况等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首次
申报或再次申报中涉及院校信息有变动
的，需进行系统备案。

之后，各院校应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
补贴人员的基本信息录入信息系统，并于
毕业年度的上一年10月底之前，将补贴人
员名单及申请材料汇总后，报院校所在地
的区（市）县就业局，过期不再受理（2018
届毕业生的补贴申请时间应于2018年3
月底前报送）。同一院校有多个校区且分
处不同区（市）县的，由各校区所在区（市）
县就业局受理。

在各区（市）县就业局接收申请材料
后，利用信息系统开展复审，复审完成后
送区（市）县人社部门核准，区（市）县财政
部门按区（市）县人社部门审核认定的补
贴人数和资金，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各院
校，由各院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学生
发放，不得发放现金。求职创业补贴资金
在各级就业补助资金（就业专项资金）中
列支。

虚报冒领
不良记录将记入档案

补贴的申请和领取将严格管理。各
区（市）县人社部门将建立和完善工作台
账，把大学生求职创业补贴工作纳入信
息系统管理，并会同教育、财政部门严格
审核抽查，杜绝虚报冒领行为。对院校

擅自更改资金用途的，责令退回并向社
会曝光；对经查实虚报冒领求职创业补
贴的高校毕业生，责令退回补贴资金，并
由所在院校将不良记录记入其学籍档
案；对协助出具虚假证明，骗取、套取补
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纪严肃
处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1月11日，成都太古里很热闹。这里
来了一批特殊客人。围观的市民不少，朋
友圈也炸开了锅。不少人晒图并猜测：是
哪国政要来太古里逛街了？

实际上，他们是来自芬兰、挪威、拉脱
维亚、冰岛、瑞典、立陶宛等北欧和波罗的
海6国的议长代表团。这是他们首次联合
访川，大部分代表团成员是第一次来四
川。一路上，他们眼中既有兴奋也有新奇。

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四川与北欧和
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第一次
来四川的挪威议长乌勒米克·托马森或许
不知道，挪威三文鱼已通过中欧班列（蓉欧
快铁）运到了成都。成都作为集散地，已将
挪威三文鱼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1月12日，在代表团结束访川行程之
前，他们接受了记者专访。记者发现，在访川
行程中，“直航”“清洁能源”“一带一路”“创新
发展”“大熊猫”等高频词，不断被提及。

据悉，此次各国议会领导人联合访华，
是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集体同中国开展高
层交往的一种新形式。

实地探访/
看好与四川的合作潜力

站在成都科学城的规划馆外，兴隆湖
一览无遗。朝阳洒在兴隆湖面，冬日的雾
气还没有完全散尽。

这里是本次议长代表团的考察首站。
讲解员告诉代表团，在湖畔林立的高楼里，
落户着一大批高科技企业。

“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构想，
这些构想一定会实现。”在参观完天府新区
之后，芬兰议长玛丽亚·洛赫拉感叹道，中
国是人口大国和面积大国，不同的省情都
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和特色，她非常看好四
川与芬兰未来的合作潜力。

第一次来四川的挪威议长乌勒米克·
托马森对天府新区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给挪威提供了很多机
会。然而，挪威目前的主要关注点在中国
沿海地区。这次四川之行给他提了醒：挪
威应该更多关注四川，他相信未来会有更

多挪威企业来川投资。
来到成都，代表团自然不会错过世界

级“萌宠”——大熊猫。
芬兰议长玛丽亚·洛赫拉说，即将有一

对大熊猫抵达芬兰。为了照顾好大熊猫，
芬兰已经为此准备了好几年。“芬兰人疯狂
地喜爱着大熊猫。想着大熊猫马上就要来
了，我们都非常兴奋。”她说。

据网络公开信息显示，芬兰当地民众
已为即将于18日抵达芬兰的一对中国大
熊猫起好芬兰昵称：雄性大熊猫“华豹”得
名“皮吕”，雌性大熊猫“金宝宝”则得名“卢
米”。 芬兰MTV电视频道专门组织了为
大熊猫起名的观众投票，并从4000多个候
选名字中甄选出这两个昵称。“皮吕”是芬
兰男性的名字，意为“大雪纷飞”；“卢米”是
芬兰女性的名字，意为“雪”。

访川高频词/
“直航”等被多次提及

在四川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合作交流座
谈会上，“直航”“清洁能源”“一带一路”等
是现场的高频词，不断被代表团提及。

冰岛议长斯泰因格里姆尔·西格富松

上次来四川时，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途中，他
看到很多建筑工地。这次来成都，他想可
能看不到那么多起重机了。“但我想错了，
今天我们去考察成都科学城，依然有很多
新建项目。”他惊叹道，天府新区的打造让
他看到了城市的现代与活力。

斯泰因格里姆尔·西格富松说，他希望
在成都开设签证中心，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
冰岛。在此基础上，再开通成都到冰岛直
航。他的想法和芬兰议长相同。玛丽亚·洛
赫拉也希望在中国开设更多直航，让北欧和
波罗的海国家更多参与到“一带一路”中。

此外，瑞典第一副议长艾娃·塔莲·芬
尼希望在绿色能源，软件开发，生命科学领
域探索更多合作机会。挪威议长乌勒米
克·托马森同样提到了绿色能源。

“我们回去后，将带回对四川以及中国
的好印象。”拉脱维亚议长伊娜拉·穆尔涅
采说，她对加强双方的旅游合作非常感兴
趣，希望两地开通更多直航，不仅要联通北
京，也要联通到四川。

据悉，近年来，四川与北欧各国在科技
创新、低碳环保、绿色能源、人文交流等领
域保持了密切合作势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
者 熊筱伟）1月12日在蓉举行
的基础研究工作调研座谈会透
露，截至 2017年底，我省共有
27个学科排名全球前1%，数量
较2016年增长了7个。

会上透露，近年来我省基
础研究能力稳步提升。过去5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836个，支持经费约35亿元，
稳居全国前八位，在网络空间、
航空航天、核技术、轨道交通、
现代农业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

研究成果；论文数量和水平显
著提升，SCI论文数量及平均影
响因子不断增多；青年科技人
才迅速成长，2011年至2016年
获四川省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和
青年科技创新研究团队计划支
持的青年人才中，有2人当选院
士、2人获省科技杰出贡献奖、
96 人成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主任杨卫，副省长彭宇行出席会
议并讲话。

我省27个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

成都六类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涨50%

补贴提高到每人1200元

1月11日，北欧和波罗的海6国议长代表团考察太古里。(省外事侨务办供图)

今年起，在蓉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标准又有提高，从800元/人调
整为1200元/人，涨幅高达50%。这笔补贴，将在每年1月底，由财政
部门拨付至发放对象的个人账户。

好消息来啦！

在四川 能看到“未来的发展”
北欧和波罗的海6国议长代表团首次联合访川

2017年，从成都出发，104条国际（地区）航线通达全球。
来自四川的耍家们，通过这一条条架在空中的“丝路”，前
往各个心仪已久的旅游目的地。去年，来自四川的团队游
客们，究竟“占领 ”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又有哪些境外旅
游目的地是川人最青睐的？1月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旅发委获悉，截至去年11月底，泰国依
旧是川人跟团前往最多的旅游目的地，其次为越南和日
本。在排名前十五的出境游目的地中，有6个国家和地区
同比出现跌幅，韩国跟团游跌幅最高，同比跌近八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

四川耍家游泰国
去年超41万人

增速强/
菲律宾游增速位居第一位

阳光、沙滩、海鲜，提到泰
国，你会想起什么？作为川人的

“后花园”，泰国常年高居川人出
境游排行榜第一位，去年也不例
外。据统计，2017 年前 11 个
月，超过41万川人通过跟团的
方式前往泰国旅游，同比增长
11.5%，平均每月有接近4万名
川籍游客赴泰。

而在今年，前往泰国旅游的
川人可能更多，随着直飞航线加
密，去曼谷过周末成为可能。记
者了解到，国航准备于今年2月
12日开通成都直飞曼谷的新航
线，每天一班。亚航也将开通成
都直飞曼谷航线。随着国航和
亚航的加入，目前运营成都至曼
谷航线的航空公司达到 7家。
2018年，成都直飞曼谷将历史
性地达到每周42班，平均每天
达到6班，创下历史新高。

除了泰国，越南和日本位居
川人出境排行榜第二、三名。到
这两个目的地的四川游客均超
过了10万人 。

值得关注的是，在排行榜
中，菲律宾排名第8，但其增速
位居第一。和2016年相比，其
增速达204.9%。一位常带团前
往菲律宾的领队告诉记者，作为
千岛之国、潜水胜地，川人此前
对菲律宾游并不感冒。过去，游
客前往菲律宾游玩只能转机或
者乘坐旅行社包机。据他分析，
增速暴涨的原因或与直飞航线
的开通有关。

去年4月初，菲律宾航空正
式开通成都至长滩岛和宿务的
直航，为市民省去了转机的舟车
劳顿。此外，宿务是菲律宾航空
除马尼拉之外的第二大中转中
心，可转机至13个菲律宾国内
目的地。

方式变/
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行

在川人的出境游榜单上，韩
国游是“失落”的。作为曾经的
前“三甲”出境游目的地，韩国跟
团游正从过去的“韩流”变成“寒

流”。数据显示，去年1至11月，
川人跟团赴韩游人数为26706
人，排名第 14位，同比下降了
78.5%。

除了韩国，日本、越南虽然
高居出境游前三位，但同比也出
现 了 下 降 。 日 本 的 降 幅 为
29.2%。

在光大旅行社副总吴亮看
来，很多游客跟团前往日本旅
游后，再次前往日本时会倾向
于自由行，“据我所知，现在去
日本旅游的年轻人，基本都是
自由行”。

他告诉记者，日本和泰国、
越南等地不同，其服务和接待水
平都比较高，游客的满意度也比
较高 。据他透露，日本跟团游
的单价比泰国、越南等地高出一
倍多，均价约在5000-7000元
之间，如果是国际知名酒店，单
价还会更高。

“看”今年/
春节海岛游预定火爆

“今年春节预订情况比较火
爆，比2017年国庆还好。”吴亮
介绍，今年春节黄金周四川市民
出境游主要集中在普吉岛、苏梅
岛、芽庄、富国岛和马来西亚众
多岛屿。今年春节黄金周的出
境海岛游价格比平时翻了一倍，
初四后价格将回落30%。以普
吉岛为例，大年三十、初一出发
普通团为5000元左右，平时就
2000多元，“预定情况非常好，
基本都满位了”。

至于欧洲游，吴亮则表示，
冬季是欧洲游的淡季，春节黄金
周期间预定率也不高。“除了西
班牙和葡萄牙温度稍微高一点，
其余国家都太冷了，很多线路春
节期间 1万元左右，都报不满
团。”

对于 2018 年的出境游市
场，吴亮认为将有一些新变化。

“比过去更多元化。”他说，很多
旅行社都将推出新产品来满足
市民的出境游需求，譬如古巴、
阿根廷、智利游等。同时，记者
还了解到，今年成都多家旅行社
都将和欧洲航空航天局合作，推
出儿童夏令营。

制
图/

高
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
记者1月12日从省教育考试院
获悉，经四川省招考委确定，四
川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
与设计类、戏剧影视舞蹈类考生
参加省外高校单独组织的专业
考试资格线划定。

美术与设计类校考资格线：
175分；戏剧影视表演类校考资
格线：245分；播音与主持类校

考资格线：185分；舞蹈类校考
资格线：215分；服装表演类校
考资格线：165分；编导类校考
资格线：190分。

美术与设计类、戏剧影视舞
蹈类专业的本、专科录取控制分
数线将在招生计划确定后划定。

美术与设计类、播音与主持
类、编导类专业总分为300分，
其余各类专业总分均为400分。

全省未来三天
区域性污染整体呈加重趋势

艺考美术与设计、戏剧影视舞蹈类
校考线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