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有效缓解家

长“小升初入学焦

虑”，提升市民教育

获得感，近日，成都

市教育局印发“公

办初中强校工程实

施方案”，明确提

出，以强弱项、提质

量为主线，实施八

大举措着力提升公

办初中办学水平，

为市民建设更多家

门口的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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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建厅近日印发《四川
省 城 镇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2018-2022年)》，提出完善住
房供应体系，形成租购并举的
住房市场和稳定的住房保障

“两个体系”，着力解决新市民
住房问题，全面实现住有所居。

《规划》提出一大“约束
性”目标，即到 2022 年，公租
房保障覆盖到城镇常住人口
家庭5%以上。《规划》同时提
出五大“预期性”目标，即
2018-2022年，全省城镇新增
商品住房供应面积3亿-4亿
平方米；到2020年，完成集中
成片的棚户区改造，到 2022
年通过租、购、补、改等方式满
足约 380 万户城镇家庭的住
房保障需求；到2022年，全省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保持在 40 平方米以上；到
2022年，全省物业管理覆盖率
达70%；到2022年，新建住宅
绿色建筑标准执行比例成都
达100%，其他市(州)达50%。

为实现目标，《规划》提
出以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并
举发展公租房。明确以城市
为单位，建立保障性住房房源
和保障对象两张清单，优化配
租型公租房和配售型共有产
权住房两类配置，健全保障标
准动态调整机制，完善保障对
象的进退审核监管机制，力争

到2020年，各市(州)完成保障
性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并投入
使用。建立租赁补贴标准随
市场租金水平动态调整机制，
引导保障对象通过市场租赁
解决居住问题。

《规划》还提出，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
进程，适当放宽公租房在户
籍、住房、财产和收入等方面
准入条件，对城镇户籍低保、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优先配
租公租房，实现应保尽保。
采取先试点、后铺开的方式，
开展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
理服务工作。

截至目前，我省已筹集
各 类 公 租 房 ( 含 廉 租 住 房)
67.34 万套，其中政府投资公
租房 52.82 万套，累计 101.3
万户家庭享受公租房租赁补
贴，累计 11 万户农民工家庭
享受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保
障。2018年发放公租房租赁
补贴6.6万户。

（据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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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11 月中下旬，四川空气质量
如何？近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
合中央气象台、全国六大区域空气
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和北京市环境
保护监测中心，开展11月中下旬全
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根据会商
结果，成都平原、川南及川东北部
分城市可能出现轻度污染。

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11 月
中下旬，冷暖空气交替相对频繁，
全国大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
染为主。其中，16-17日和20-22
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局地可能
出现中至重度污染；22-23 日，长
三角区域中北部短时可达中至重
度污染；23-26 日，汾渭平原局地
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23-24
日，辽宁局地可能出现中度及以
上污染。新疆南疆地区受沙尘影
响，可能出现间歇性轻度及以上
污染。

就西南区域而言，11 月中下
旬，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

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中，
16-17日、21-25日，重庆、成都平
原、川南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

因地理条件特殊，每到秋冬
季，四川盆地空气质量就会面临
严峻挑战。目前省生态环境厅即
将启动全省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强化督查，通过不间断组织暗查
暗访，将发现的大气污染问题将
及时移交当地及时处置，以确保
更多蓝天。

此外，我省还将紧盯重点时
段，突出重点区域和领域的大气
污染防治，充分利用无人机、遥感
技术、蛙鸣系统等科技手段发现
污染源，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同时按照国家最新要求，落
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管控
和重点行业企业一厂一策措施，
实现重污染天气削峰延时，努力
减缓重污染天气影响。

（据川报观察）

成都启动实施“公办初中强校工程”

重点扶持综合施策

“强校工程实施方案”印
发后，全市将遴选一批公办初
中学校作为强校工程实验
校。今后3-5年，市、区（市）
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将通过
政策倾斜扶持、名校支持带
动、名师专业引领、专家全程
指导、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资
源配置等，激发实验校发展内
生动力，促进一大批公办初中
提质增效、做强创优，优化教
育发展生态，更好地满足市民
对优质初中教育的需求。

名校支持名师引领

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
为每一所实验校确定 1 所领
航高中或省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新优质学校等优质名校
作为“支持学校”，探索采取
集团化办学、名校领办、委托
管理、强校带弱校或依托高
校共建附属学校等多种方
式，促进实验校与支持学校
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师资
培养、教研科研、教学设施和
学校治理等方面共建共享。
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为每
一所实验校选派 1 名市级名
校长（含培养对象）和 2 名名
师（含培养对象）。鼓励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等社会第三
方参与学校特色共建。

增强师资优化教学

实施“初中校长研修共
同体计划”，组织开展实验校
校长三年集群式培训，通过
联合培训、联体研修、联动科
研、开发共享课程等方式，多
渠道全方位提升实验校干部
管理能力和教师的专业能
力。采取市级名师带教、区
（市）县级名师带教、区（市）
县教研员带教、支持学校骨
干教师带教四个层次，对实
验校教师实施分类、分层次
培养。落实备课、上课、作业
设计与反馈、辅导、学业评价
教学环节基本规范。坚持

“以学定教、以评促教、教学
相长”，构建现代课堂教学体
系。转变教与学的方式，积

极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学业质
量分析与评价。

专家指导一校一策

坚持问题导向、一校一策，
梳理发展需求，找准变革切入
点，量身制定学校发展路线图，
编制“强校工程三年行动方
案”，激发学校办学的内生动
力，精准补短，促进成长。市、
区（市）县两级分别组建专家团
队，为每所实验校配备不少于3
名指导专家，对学校开展全程
专业指导。教研部门每学期组
织学科教研员对每一所实验校
进行集体教学视导。

政策倾斜评价导向

一是实施四个倾斜，即市
教育局在成都市名校长和名
师培养对象遴选中，对在实验
校专职从教 3 年以上的予以
优先考虑；在省级示范性普通
高中指标到校生分配中向实
验校予以倾斜；在教师评优、
评先和晋级等方面，对考评达
标的实验校予以倾斜；在经费
保障上予以倾斜，确保实验校
经费投入高于区域内同类型、
同规模的学校。二是强化评
价导向。市教育局将“强校工
程”纳入对县级人民政府履行
教育职责评价内容。区（市）
县开展强校工程建设专项督
导，对实验校开展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重点监测学校办学质
量和学生发展质量。

近期，市教育局将集中
公布全市公办初中强校工程
实验校名单。（据封面新闻）

11 月 18 日，记者从成都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为使养殖业发展
与环境承载能力必须相适应，成
都市划定了禁养区面积6943.3平
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48.4%。
合理发展养殖业，成都加大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目前已达到
83%。

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初步测算，成都畜禽养殖
潜在环境风险警报值为0.63(小于
0.7)，处于低风险状态，成都总体
上具备承载畜禽养殖粪污的消
纳、利用能力。目前成都有有机

肥加工厂 39 家、畜禽粪污资源化
服务机构 69 个，年处理畜禽粪便
总能力超过260万吨。

近三年来，成都对养殖区内
747 家无污染治理设施或设施不
规范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进行整治，去年全市共办理涉畜
禽养殖类违法案件54件。

去 年 ，成 都 市 生 猪 出 栏
574.32 万头、小家禽出栏 7076.32
万羽、牛出栏 3.77 万头、羊出栏
92.24万只，全市肉类总产量58.35
万 吨 ，禽 蛋 产 量 17.64 万 吨 。

（据四川在线）

成都划定禁养区6943.3平方公里

雅康高速20日起全线收费
小车跑完全程95元

11 月 15 日，记者从四川交投
集团获悉，雅康高速将于11月20
日起全线收费，小车跑完全程收
费95元。

四川省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
雅康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雅安至叶城(新疆喀什)高速公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康高速公路
全线共设9个收费站，其中6个收
费站已开通运行，剩余3个收费站
计划于11月20日开通。

11 月 15 日，记者从四川省交
投获悉，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省财政厅《关于雅康高速公
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批复》精神，
自 11 月 20 日起，G4218 雅叶高速
公路雅康段全线开始收费。收费
标准为：一类车 0.73 元/公里，二
类车1.46元/公里，三类车2.19元/
公里，四类车 2.92 元/公里，五类
车 3.65 元/公 里; 货 车 基 本 费 率

0.12元/吨·公里。
按此标准，以一类小车为例，

以草坝枢纽互通为起点，行驶雅
康高速公路至康定收费站需缴纳
通行费95元。根据目前车流量测
算，雅康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
入仅满足雅康高速公路部分日常
运维需求，雅康高速公路仍属于
公益性高速公路。

雅康高速公路全长约 130.14
公里，桥隧比达 82%。路基宽度
24.5 米，双向 4 车道，设计时速 80
公里/小时，概算投资230亿元，每
公里造价约为1.7亿元，工期5年。

作为首条从四川盆地向青藏
高原快速攀升的高速公路，项目建
设面临地形条件极其复杂、地质条
件极其复杂、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生
态环境极其脆弱、工程建设极其困
难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建设难度极
大，院士和专家比喻为攀登公路建
设的珠峰。 （据天府早报）

11月中下旬
这些城市可能出现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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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家长“小升初入学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