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早报记者 李恩娴

商务部10月7日发布数
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全
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
额1.5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8.5%。据商务部监测，今
年“十一”黄金周，购物、餐饮
等传统消费亮点纷呈，夜间经
济、首店经济成为新亮点，个
性化、品质化、智能化引领消
费升级大潮。落地到成都，据
成都零售商协会的统计，10月
1日-7日，重点监测的41家零
售企业节日销售额及客流均
出现同比提升：销售额方面，
实现销售总额超过11.9亿元，
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13.24%；
客流方面，国庆节期间41家
零 售 企 业 客 流 量 共 计 达
156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平
均增长9.2%。

活动精彩纷呈
实现销售客流双增长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
周，成都各商业综合体举办了各
类精彩纷呈的活动，实现销售客
流双增长。“国潮来袭”、“国潮发
烧馆”、“国潮当红”、“电影狂热
燃爆国庆”等活动成为零售企业
国庆节期间的主题。如四川苏宁
易购整体活动结合“国潮”元素开
展，万年场店“国潮发烧馆”、崇
州万达店怀旧家电展、双楠店美
食派对互动体验等一系列主题体
验活动；财富又一城则针对国庆
节推出“国潮来袭”促销活动，零
售 2 折起，餐饮五折起，带来味蕾
的享受。

特色商品受欢迎
吃穿用行持续占据主流

与其他节假日不同，“十一”黄
金周期间的畅销商品体现出浓厚的
国庆特色。热销商品方面，吃穿用
行仍是节日主流消费。服饰、餐饮、
牛奶、休闲食品是成都卓锦曼购中
心、沃尔玛、山姆会员商店的热销商
品，黄金珠宝、化妆品等升级类需求
则是成都王府井百货、新世界百货
的主要销售品类。

首店经济、夜间经济
成烘托国庆氛围的主力

今年4月，成都出台《关于加快
发展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实施意
见》。政策支持下，今年上半年，成
都成功吸引237家各类首店入驻。

首店带来了丰富的消费场景和全新
的消费模式，在春熙路、金融城、双
流空港、锦江夜消费等商圈，宽窄巷
子、锦里、文殊坊等特色商业街这些
承载首店的重要载体中，持续迎来
客流高峰。

与此同时，“越夜越成都”也在
国庆假期中成为鲜明的标签。夜啤
酒、酒吧一条街、24小时书店、深夜
电影、健身、美容，成都夜间经济正
逐步挑起消费大梁。无论购物中
心，还是旅游景区，甚至街边小吃
店，在假期的成都之夜里，都灯火通
明。国庆节前提出要精心打造100
个夜间经济示范点位，以及同时启
动的2019“金秋耍成都·夜间新体
验”系列活动，无疑为国庆节期间的
消费再添一把火。

从 10月 8日起，乐山绕
城高速公路正式运行，开始
收费，车辆通行需交纳通行
费。为保障出行安全，高速
交警也对全路段采取监管措
施，小型车辆限速 120 公里
每小时，大型车辆限速 100
公里每小时。

乐山绕城高速起于市中

区凌云乡与乐自高速相接，
止于市中区棉竹镇与成乐高
速相接，全长23.62公里。自
2017年底通车后，处于试运
行阶段，车辆通行免费。目
前，乐山绕城高速平时日均
车流量为六千辆次左右，节
假日为八千到一万辆次左
右。 （据四川在线）

9日，天府早报
记者从成都市教育
考试院获悉，成都市
2020年普通高考网
上报名即将开始，此
次报名的报考类别
为所有符合四川省
2020年普通高考报
名条件的考生（含艺
术、体育类）。2020
年我市普通高考报
名工作主要流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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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成都市教育考试院
特别提醒：考生现场确认
时，注意考生姓名、身份
证号、性别、出生日期必
须与本人居民身份证上
的信息保持一致。户口
性质和户籍地址必须与
考生本人户口簿上的信
息保持一致。若需对身
份证号和户口簿信息进
行核实，请及时与当地公
安机关户籍部门联系。
报名后，将根据规定的报
名条件对考生进行报名
资格审核，审核不合格将
取消考生报名资格。相关
招生政策及信息可登录
www.sceea.cn( 四 川 省 教
育 考 试 院)、www.cdzk.
org(成都市教育考试院)和

www.cdzk.com(成都招生
考试网)查询。

艺术、体育类考生完
成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缴
费和现场确认后，还要进
行专业统考网上报名、缴
费。考生在规定时间，自
行登录 www.sceea.cn(四
川省教育考试院)按网站
上的提示和要求完成专业
统考网上报名、缴费手
续。未在网上办理的考
生，不得参加专业统考。
艺术、体育类考生完成专
业统考报名及缴费手续
后，在规定时间内自行登
录 www.sceea.cn(四川省
教育考试院)按提示打印
艺术、体育类专业《报考
证》和《准考证》。

特 别 提 醒网上报名 现场确认

艺术、体育类考生现场确认时
间：2019年10月22日9：00至10
月25日17:00。

普通类考生现场确认时间：
2019年10月22日9：00至11月2
日17:00。

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户口薄
原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到报名点（中
学）完成信息确认工作。现场确认
时，报名点采集考生指纹、面颊（照
片）信息。在采集面颊（照片）信息
时，考生可同步查验自己的照片，若
发现有误或有异议可要求重新采集。

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并申请提供合
理便利的残疾考生，应在考生现场信
息确认时向所在地县（市、区）招考办提
出正式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外省户籍随迁子女申请在我市
参加普通高考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向
就读中学所在的县级招考办申请并
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首店经济、夜间经济成消费新热点

成都41家零售企业揽金超11亿元
乐山绕城高速10月8日起开始收费
小车限速120公里/时

时间：2019年10月
12日9：00至17日17：
00。我市普通高考报名
网 址 为 ：http://www.
cdzk.org，点击“高考网
络应用服务平台”进入网
报系统。

网上缴费

考生在完成网上报
名后，须于2019年10月
18 日 9：00 至 10 月 21
日17：00登录报名网址
完成网上缴费。网上缴
费可由考生自行缴费，也
可由报名点（中学）统一
代缴费。

@成都高三学生，你们的2020年高考即将开始报名

网上报名10月12日起 现场确认注意这些

比去年同期增长8.5%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

1.52万亿元
成都重点监测的41家零售企业

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13.24%

11.9亿元
实现销售总额超过

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9.2%

1560.3万人次
客流量共计达

10月1日至7日

今年 9 月下旬，四川美
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工作人员在检查用于监
测的红外相机时，发现拍摄
到了野生大熊猫的珍贵影
像。令人惊喜的是，这次，是
一对大熊猫母子同框出镜，
在林中觅食，十分可爱。

美姑大风顶保护区监测
人员在开展挖黑-椅子垭口
大熊猫廊道监测工作时，在
第61号监测网格内的红外相
机里，发现多张大熊猫活动
的照片。其中，有3张照片，
出现了2只大熊猫同框的画
面，其拍摄时间显示为2019
年4月19日下午18时57分。

从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以
及画面中的2只大熊猫个体
大小判断，同时出现的两只大
熊猫应该是一对母子，体型较
小的熊猫宝宝接近亚成体。
专家表示，大熊猫是独居动
物，产仔时间一般在每年8月
左右，大熊猫幼崽一般成长到
1岁半至2岁的亚成体，能独

立爬树后，母亲就会离开让其
独自生活。因此可以判断，较
小的一只大熊猫，应该是2017
年出生的，约1岁半。

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地处凉山山系大熊
猫种群的中心分布区和核心
分布区，据全国第四次大熊
猫调查，保护区内有野生大
熊猫 22只，是凉山州内各大
熊猫自然保护区中大熊猫数
量最多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以大熊猫为主
要保护对象，从2012年启动
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这是第
四次拍摄到大熊猫母子同框
的画面。在2018年9月下旬
的监测中，监测人员还在该
林区区域内，发现了一只正
在树穴中酣睡、约2个月大小
的大熊猫幼崽，这说明近年
来，该区域的大熊猫栖息地
保存较好，大熊猫在该区域
活动正常，并能自由繁衍。
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肖洋

（美姑县委宣传部供图）

野生大熊猫母子同框出镜 好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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