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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规则便是分数优
先，是指将所有进档考生按分
数由高到低进行排队，位次在
前的考生，按考生所报专业志
愿先安排专业。

例如，考生甲和考生乙报考
了同一专业，即使该专业是考生
甲的第二专业志愿，是考生乙的
第一专业志愿，但是考生甲的分
数高于考生乙的分数，因此优先
满足考生甲的专业志愿。

第二种是专业优先，也叫
“专业清”。该录取规则下，在学

校进档考生中，若填报某专业为
第一志愿的考生人数多于该专
业的招生计划数，则由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若填报某专业
为第一志愿的考生人数少于该
专业的招生计划数，则从填报
该专业为第二志愿的未录取考
生中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以此类推。如果所有填报该专
业的进档考生人数少于该专业
的招生计划数，则由高校从未分
配到专业并服从调剂的考生中
进行调剂。

一年一度成都国际友城青年
音乐周激情上演、国际友人“打卡”
二仙桥灯光球场、完美文创公园一
期计划8月正式开园……今夏，成
都东郊文创集聚区展演活动高潮
迭起。7月28日，参加国际友城青
年音乐周的法国、泰国、以色列等
国家和地区的9支表演团队，走进
音乐周二仙桥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分会场，在改造一新的工业遗址灯
光球场上，与当地居民开展了歌
舞、剪纸、太极功夫等多项文化交
流体验活动。

40 岁灯光球场迎来“新朋友”
“40年来，今天是灯光球场最

热闹的一天，这么多国际友人来到
这里，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包饺
子、玩剪纸，其乐融融。”二仙桥街
道下涧槽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始
建于 1979年灯光球场，2017年被
列入成都第九批历史建筑保护名
录。这次作为本届国际友城青年
音乐周在成都市中心五城区唯一
的分会场，吸引了各国的朋友来到
这里。

为了留住这段历史记忆，更好
的利用好工业遗址。成华区对灯
光球场及附属设施进行提档升级
改造。现在的文化活动中心具有
阅读、声乐、展厅、培训和排练演出
等功能，成为二仙桥街道辖区内群
众文化服务所需的现代化、多功能
平台载体，同时还引入多家社会公
益组织，孵化培育辖区文体队伍、

充分展示文体建设成果。
记者注意到，来自8个友好城

市的9个表演团体在充满工业元
素的灯光球场上先后表演了27个
节目。其中以色列海法乐队和印
度班加罗尔舞蹈队分别表演了7
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一个个带有
浓厚异域风情的音乐舞蹈节目，让
现场观众大开眼界，欢呼声、掌声
不断。“现在机车厂生活区也改造
好了，楼下各种文体设施也比原来
多了，可以说是生活丰富多彩，日
子是越过越幸福。”

多个工业遗产相继被“激活”
“现在不仅是东郊记忆越来越

火，随着成都东郊文创集聚区的快
速建设，还有二仙桥片区的禾创仓
库、机车厂联合厂房、灯光球场等
大波工业遗产特色资源相继被‘激
活’，产业化利用项目随之梯次呈
现。”成华区文产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成都66个市级产业功能
区之一的东郊文创集聚区以拥有
东郊记忆等众多工业遗产著称，成
华区坚持“文创+、园区+”发展思
路，深抓园区打造、商圈破局和产
业倍增，产业聚集度、融合度、引领
度正在不断增强。

众多工业遗产特色资源相继
被“激活”，产业化利用项目随之梯
次呈现。工业遗产最集中的二仙
桥片区，今后五年将成为成华区人
文气息最浓、文创产业最集中、最
活跃的区域。 天府早报记者 赵霞

7月28日，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由中铁五
局承建的成都地铁9号线一
期工程孵化园站主体结构提
前2天完成封顶，标志着孵化
园站主体结构工程顺利完工，
为9号线全线按期开通奠定
了坚实基础。

目前，成都地铁9号线一
期工程已进入关键施工环
节。9 号线是位于成都市三
环、绕城之间的一条环形线
路，其中位于天府大道与锦城
大道交界处的孵化园站全长
354m，标准段宽度 24.7m，标
准段基坑深度约23.6m，最大
深度33.5m，为地下二层岛式
站台车站。孵化园站与现有1
号线和在建18号线三线换乘，
施工上跨 18 号线及下穿 1 号
线，横跨车站基坑有 6 处管
线，含10KV电力、通讯、燃气、
自来水、雨污水等管线。车站
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风险
高、工期紧。

为确保优质高效完成节
点目标，中铁五局先后克服了
施工环境复杂、场地狭窄、管
线迁改、夜间施工等重重困
难，确保了各节点目标的实
现：2月28日首段底板成功浇
筑，5月25日提前5天完成盾
构井封顶、5月31日完成18号
线盾构管片拆除、6月17日心
岛站至孵化园站暗挖贯通、7
月 27 日下穿 1 号线右线贯

通。实现了平均3天一块板，
日均出土量 3000 方，月均产
值 3000 万元，确保了孵化园
车站提前顺利封顶，创造了
150天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新
速度。

成都轨道交通 9 号线是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层次中的
市域快线，是西部地区首条全
自动无人驾驶地铁线路。

（封面新闻）

早报讯（记者 胡潇潇）吉他、
音响、话筒，最简单的道具搭配就
能迸发出一个乐队的感染力；着一
袭长裙，凭娴熟过硬的琴技，就能
将大提琴的优雅带给身边每个人；
古筝、二胡、扬琴，琴瑟和鸣，展现
古老文化的隽永含蓄……近日，每
逢周末，夜幕降临，成都远洋太古
里街区以及听涛舫、思蜀园、大川
巷、兰桂坊、东门码头等锦江两岸
的桨声灯影里便热闹非凡，一支支
街头表演队伍或倾情献唱，或精彩
演奏，间或配合开展情景短剧，吸
引了众多游客和消暑纳凉的市民
驻足欣赏，兴之所至甚至参与互动
演出。

“现场音乐拥有无穷的魅力。”
市民李女士说，她十分享受这种街
头听歌的感觉。歌唱爱好者田媛
也被现场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她走

到广场中央，拿起麦克风一展歌
喉，将《红色高跟鞋》的慵懒唱腔演
绎得淋漓尽致。绚丽多彩的音乐给
观众带来了激情无限的感受，不少
观众打开手机闪光灯挥舞起来，一
对中年夫妇更是现场跳起了舞，欢
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嗨到爆。

如今，随着锦江区“夜游锦江·
点亮蓉城”街头演出的举行，在夜晚
观看街头表演已成为不少锦江市民
夜间文化生活的固定节目。据了
解，从今年7月起，锦江区“夜游锦
江·点亮蓉城”街头演出正式拉开
序幕。“从7月到9月中旬，这些街
头艺人将在远洋太古里街区，以及
听涛舫、思蜀园小广场、大川巷临河
小广场等锦江沿岸进行演出。演
出从晚上7：30持续至9：00，方式
灵活，节目内容丰富，深受市民喜
欢。”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垃圾分类近日频频登上
热搜。在成都温江，寿安镇
的岷江村7年前为了让村庄
干净起来，开始推广垃圾分
类。7年过去，垃圾分类一
词在这里从陌生变成“日
常”；村民从不会分、不愿分
到主动分、坚持分；甚至村
里的两位“收荒匠”也因为
从村民那里收不到东西，被
“逼”得收山改行了。

7年前
塑料靠风吹垃圾靠水冲

回忆过去村民对垃圾的处理，
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开玩笑道：

“都是‘土办法’，塑料靠风吹、垃
圾靠水冲”。2010年，她当选岷江
村党总支书记，偶然一次回娘家
简阳的她找到了“灵感”。“我家嫂
子说‘收垃圾的来了，我拿下去称
一下’”。她开始盘算，垃圾分类回

收村民可以卖钱，能卖钱就不乱
扔，环境不就干净了么？于是，她
回到村里与两委商议在本村推行。

推广初期，岷江村在13个村
民小组建了13个回收点。但每
月到了26号，即便岷江村村委会
委员、负责该村垃圾分类工作的
徐德昌喊破喉咙，挨家挨户去提
醒，收效也不佳。徐德昌说，“偶
有村民拿点东西出来，大家参与
度都不高。那时候一个月差不多
就（回收）1吨多”，而且居民也不
分类，每次一个点位起码花2小
时重新分类后才能装上车。”

4年前
村里两收荒匠收山改行

为了增加村民参与度，首先
是教如何分，利用村上每月10号
的院落管理学习例会机制，先培
训33个院落长，教他们分，然后
通过院落长“培训”村民；同时垃
圾回收点一改过去按村民小组划

分的做法，改为按院落划分，回收
点也从13个猛增至33个。另外
就是激励，“我们准备了礼品。”徐
德昌说，“这笔奖励村民的礼品开
销由村上支出，目的就是让大家
养成分类习惯。”

“现在收一个点（的垃圾）只
需要30分钟。”徐德昌说，回收量
也达到了现在的4吨多。有趣的
是，伴随着垃圾分类在村民中认
可度越来越高，岷江村两名从业
十数年的收荒匠周光荣和张仁忠
的事业遇到了寒冬。

68岁的周光荣回忆道：“村
民说每个月的垃圾交（回收）站点
都不够，真的没东西卖给你了。”
这句话成了促使老周“刀枪入库”
的最后一根“稻草”。与周光荣一
样，岷江村另一名收荒匠张仁忠
也收山了。

告别收荒行当后，周光荣和
其他村民一样，也加入了分类回
收的大军，“上个月我还卖了些矿
泉水瓶、纸板、饮料瓶给站点。”

天府早报记者 李玥林

@高考生 你是这样被录取到该专业的
高校专业录取规则包括分数优先、专业优先、专业级差

■天府早报记者 胡潇潇

目前，部分考生已经查
到了自己的录取结果，知
晓了自己的录取专业。那
么，问题来了，你是怎么被
录取到这个专业的呢？天
府早报记者日前了解到，
考生电子档案投档到高校
后，各高校按照公示的录
取规则将考生录取到某个
专业。让我们来看看高校
的专业录取规则主要分为
哪些吧！

专业级差是院校对进档考生
进行专业分配时，第一专业志愿和
非第一专业志愿间设有专业级差
分，专业级差同时兼顾分数和专业
志愿进行专业录取。

例如，某高校规定：对进档考生
的专业安排，实行专业级差的办法，
第一、二专业志愿之间级差分数为3
分，其余专业志愿之间级差分数为1
分。假设考生丙报考了此高校，其分
数为590分，专业志愿分别为A、B、C、
D、E、F。在进行专业分配时，如果考
生丙的A专业志愿符合专业录取要

求，那么该考生被录取到A专业；如
果该考生没有被A专业录取，则其成
绩按专业级差办法减去3分，按照
587分与报考B专业的考生一起排
序，参与B专业录取；如果B专业仍然
未被录取，则其成绩会再被减去1分，
按照586分与报考了C专业的考生一
起参与C专业录取。以此类推。

总体而言，不同的高校采用
的录取规则不尽相同，以上解读
仅供参考，高校具体采用哪种录
取规则，考生可以通过查询高校
的招生章程知晓。

分数优先和专业优先 专业级差兼顾分数自愿

成都地铁9号线 孵化园站主体结构提前完工

这个村垃圾分类7年 “逼”得收荒匠收山改行

国际友人“打卡”二仙桥灯光球场
工业遗产“激活”了

“夜游锦江·点亮蓉城”街头演出看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