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试题体现‘双减’导向，培育创新精神。”成都市锦江区教
育科学研究院吴暾艳老师认为，化学试卷加强了对化学实验的考
查，加大了与实验有关的试题比例，引导学生注重实验学习，促进
教师对实验和科学探究教学的进一步重视：“这更能引导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和实践能力，形成学生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化学 加大了与实验有关的试题比例

“物理全卷考查的都是必考点和常考点，这些考点对应的是初
中毕业生必须形成的物理观念。这样的定位，可以给学生提供更
多获得成就感的机会，激发学生持续的学科兴趣和学习内动力，促
进师生重视基础，控制标高，落实‘双减’，全面发展。”电子科技大
学实验中学舒冬老师认为，试题突出对“科学探究”和“跨学科实
践”的考查，在实验操作考试分值增加的情况下，选择题和填空题
中仍然增加了实验探究内容，引导教师在教学中重视基础实验，注
重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物理 突出考查“科学探究”和“跨学科实践”

“试卷紧扣课程标准，充分体现学科核心素养，意在引导广大
学子，努力成为眼中有世界、笔下有千秋、心中有丘壑的新时代青
年。”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陈鹏老师认为，此次语文试题一个值得
关注的亮点就是“选用熟悉素材，凸显学科思维”。

陈鹏举例补充道：“北京冬奥会、博物馆线上游览、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行，新闻热点事件入选试题；《新华字典》、成都桂湖、端午习
俗，熟悉的素材现身试卷。传统节日话题下，两篇文章一说明，一
议论，对比勾连；仿写赞语，赏析妙句，填写思维导图⋯⋯试题在丰
富真实的语言情境中考查语文能力，凸显学科思维。可以说这套
试题选材丰富多元，贴近生活，很灵活！”

语文 选用熟悉素材 凸显学科思维

运输车辆来回忙碌装载，吊塔运转不断，上千名工人安全有序
作业⋯⋯在中创新航（原中航锂电）成都项目一期施工现场，如火
如荼的建设背景下，一栋栋建筑拔地而起。

作为成都市重大产业化项目投资基金投资的百亿级项目，中
创新航成都项目总投资280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100亿元，
投建具备年产20GWh的储能与动力电池生产线项目；二期规划产能
30GWh及研究院，规划用地约600亩，计划2022年适时启动。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59天，其中有什
么故事？接连几日，记者深入到中创新航成都基地一期施工现场，
探访该重大产业化项目的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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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王静宇) 6 月 12
日 0 时至 24 时，四川无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1例（为省外返泸州
人员，在闭环集中隔离管控中
发现，无社会活动轨迹，6 月
12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 例

（在成都），新增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4例（在成都），新增

治愈出院病例4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截至 6 月 12 日 24 时，成
都 市 累 计 报 告 确 诊 病 例
1688 例（其中境外输入 1365
例），累计出院 1670 例，死亡
3 例，其余 15 例确诊病例正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全市
现有 52 例无症状感染者（本
土5例，境外输入47例）正在
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59+29+11
政企携手

推进百亿级项目建设

“目前，一期一阶段正在进
行内部洁净施工及设备搬入，预
计今年第三季度试生产，一期二
阶 段 正 在 进 行 主 体 施 工 ，预 计
2023 年第一季度试生产。一期
项目全部建成实现满产后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 120 亿元至 150 亿
元，解决就业 8000 人。”在项目
施工现场，中创新航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指着一栋
栋已经成形的建筑向记者介绍，

“主厂房、连廊、储存区⋯⋯投入
生产后，主厂房的成品将由机器
人通过连廊自动运输到储存区，
十分智能。”

亮码、测温、佩戴安全帽，一
系列安全操作后，记者进入了施
工现场。“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

是 一 期 项 目 所 在 地 ，占 地 594
亩，建筑面积约 57 万平方米。”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称，“从签约
到开工建设，再到主体封顶，成
都项目刷新了业内最快项目建
设速度。通过极致提高土地资
源利用率，项目亩产值目前预计
可居行业首位。同时，该项目还
将打造成行业领先的智能化零
碳标杆工厂。”

业内最快项目建设速度、亩
产值预计可居行业首位⋯⋯“最
快”是多快？为何可居“首位”？
当记者抛出疑问，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给出了解答——

从对接到落地，中创新航成
都项目仅59天就完成了投资协议
谈判等一系列工作；

从签约到开建，仅用29天时间
就让大型机械、工人们入驻开工；

从开工到封顶，仅用11个月就
已经进行主厂房的设备搬入⋯⋯

59、29、11，3个数字的诞生是

龙泉驿区与企业双向奔赴的结果。
成立重大产业化项目基金招

商推进小组，整合政府部门与投
资基金力量，同步参与项目信息
收集、分析研判、尽职调查，引进
中创新航成都项目时，龙泉驿区
成立专班负责与成都重产基金对
接，提高项目评估科学性和落地
可行性。

“前期与龙泉驿区接触时，几
乎都是周末，工作日我们在位于
其他城市的基地忙生产，只有利
用周末的时间到成都进行洽谈。”
龙泉驿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呈
现出的专业、高效、全心全意为企
业服务的工作作风打动了企业。
既通过现有成熟的汽车产业为中
创新航在蓉发展提供支撑与承
载，还规划为企业未来发展打造
全产业链配套与政策扶持。洽谈
期间，周末沟通交流，工作日便形
成各项审批程序，才有了如此高
效签约的结果。

全生命周期服务
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

签约落地后就只能靠企业自
己了？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现在为企业提供的是
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安心发
展，无后顾之忧。”龙泉驿区柏合
街道营商环境办（投促分中心）主
任马建便是蹲点服务中创新航成
都项目的成员之一。

见到马建时，他刚和一家企
业开完沟通协调会，风尘仆仆中
仍带有热情笑容。“我们辖区内的
企业很多，但中创新航是我从去
年就一直在跟的项目。”

街道层面能为企业提供哪些服
务？马建用手机里的一段聊天记录
作了回答。4月22日上午11点半，
马建收到消息，中创新航成都项目
需要一份地址证明，马建回复“收
到”后，立即去辖区派出所帮企业办

理，下午两点半，地址证明就送到了
企业项目部。“这只是一件小事，也
是我们的工作职责。”马建说，“只要
企业有需求，我们一定尽力解决。”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增
强经济活力。“街镇吹哨、部门报
到！”龙泉驿区柏合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晋志超告诉记者，如果遇到街道
一级不能解决的问题，街道将积极
呼叫各区级部门，此前，龙泉驿区规
自局、区经信局、区财政局，区产
投、区国投等区级部门、平台公司，
相关部门收到“呼叫”后，及时研判
解决方案，在中创新航成都项目建
设中的施工便道、道路保障、水系
和电力迁改、能源供应等方面都给
予了大力的支持和保障，破解了

“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
见”的难题，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的道路更畅通，一个精准、高效的社
会治理体系在柏合街道逐渐形成。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柯
雨 摄影 李冬

12日四川新增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为省外返泸州人员无社会活动轨迹

昨日，成都市中考正式拉开
帷幕。全市12万余名考生走进考
场，参加人生中第一次“大考”。

每年的中考作文题都是大家
关注的焦点。据记者了解，今年
中考作文题给了 3 个句子，分别
是“你来了。”“你来吗？”“你来
啦！”，因标点符号不同，表达的情
感不一样，请任选其中一个句子
作为开头，独立成段，写一篇不少
于 600 字的作文，文体自定，题目
自拟。

不同于 以 往 中 考 作 文 多 以
命 题 或 半 命 题 的 形 式 出 现 ，今
年的作文题让不少网友都直呼

“新颖”。
那么“新颖”的背后是想考

查考生的哪些素养？这样的作
文题应该如何审题，如何理解？
如何“下笔”呢？成都名师们这样
建议。

“从命题角度来看，今年的作
文题目较之于往年，给师生新颖
之感。”成都石室中学初中语文备
课组长张丽媛表示新颖之感有 3
个：一是生活用语直接入题，命题
者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高频使用
的三句话作为材料，这让学生有

“熟悉用语，新颖考查”之感；二是
语句极简，其材料本身就体现了
语言文字“简明”的要求；三是材
料既可以触发学生的思考，其本
身也是学生语文学习的对象，同
样的两个词语，加上不同的句末
语气词、不同的标点，其表达的意
思、情感是完全不同的，这正是语
言文字的魅力，也是考查学生对
语文的分析能力。

文章如何写呢？
张丽媛认为，本次作文的题

目在审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困难，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这 3 个句子
当中的“你”的内涵理解，应该是
比较丰富的，既可以是人，也可以
是物、景、情、理等，理解到这一
点，对于有三年初中语文学习经
验的考生而言并不困难，内容选
取上，3 个句子源于生活，具有很
强的情境性，学生可以结合给出
的句子，迅速联想到家庭生活、学
校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具体
场景，但“熟悉处的风景最容易被
忽略”，文章容易千篇一律，很难
推陈出新。

题目有没有需要考生格外注
意的地方呢？

“当然有了。考生在写作中
要注意所选的句子与后文的关
联。不同情感的句子放在文章的
开头，且独立成段，有不同的效
果。”张丽媛举例道，例如“你来
啦！”表达的是一种激昂的情绪，
它可以是兴奋、激动、欣喜等，若
选择这句作为开头，那么接下来
的写作就需要交代是什么人、事、
物触发了这样的情感。

在成都石室中学语文教师杨
钟沛看来，若没思考好写作的“终
点”，考场写作则容易信马由缰。

“今年成都中考作文题目，充分体
现了生活性、人文性、创新性相结
合的特点，这是成都中考一直坚
持的命题原则。”

杨老师补充道，就“生活性”
而言，“你来了。”“你来吗？”“你来
啦！”三句话日常被频繁使用，考
生有话可讲；就“人文性”而言，三
句话情感不同，文章选材与主旨
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张力；就“创
新性”而言，情境作文可以有效避
免宿构，考查学生真实的语言表
达能力和思维广度。

黄丹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赵子君

王府井西南地区旗舰店效果图

成都百亿级项目
建设加速推进

从对接到落地仅用 59 天

中考作文
考“标点符号”？
名师建议这样下笔

﹃
双减

﹄
后首次中考

2022 年 成
都市中考是“双
减”政策落地后
的 首 次 中 考 。
试 题 有 何 特
点？彰显哪些
信号？成都市
名师对昨日结
束 的 语 文 、物
理、化学科目进
行了点评。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王丹） 昨日，金堂
召开全域旅游发展大会暨创
建天府旅游名县动员部署
会，发出深入贯彻全域旅游
发展战略、全面推动天府旅
游名县创建的“动员令”，力
争 2023 年成功创建天府旅
游名县，力争 2025 年成功塑
造“公园水城+文化名城+体
育新城”三大名片，奋力将金
堂打造成为天府水城休闲度

假目的地、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新地标、国际体育交往重
要承载地，“探美沱江源·明
心金堂山”的旅游形象全面
树立。据悉，围绕天府旅游
名县创建推动全域旅游高质
量发展，金堂提出“坚持全景
营造，重塑全域旅游发展新
格局；围绕消费提升，营造全
域旅游新优势；注重宣传营
销，讲好全域旅游新故事”三
个方面重点工作。

金堂全域旅游发展大会召开

力争2023年
成功创建天府旅游名县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
新 闻 记 者 洪 继 东 文/图）
推动打造配套更加齐全、助
力打造功能更优的“金色中
环”，成华又将迎来一个商业
新地标。昨日记者获悉，位
于成华区府青路街道的王府
井购物中心正式动工开建。
项目预计2023年6月主体竣
工，2023年12月底投用。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
综合体总体量约 13 万平方
米，建成后将成为王府井西
南地区旗舰店。该商业综合

体业态规划包括了主力百货
店、品牌商铺、休闲娱乐、特
色餐饮等，同时也将引入时
尚大牌、设计师创意品牌的
首店入驻，将打造特色化首
店经济圈。除了传统的购物
百货，这个王府井购物中心
内还将修建一座 2.6 万平方
米的运动综合体，包含恒温
泳池、篮球场、羽毛球场等。
另外，该综合体还规划有儿
童科技游艺馆、儿童大型恒
温水世界和一个约 8000 平
方米的浪漫花园婚庆馆。

王府井西南旗舰店
在成华“金色中环”开建

中创新航（原中航锂电）成都项目一期施工现场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
新闻记者 刘泰山 陈秋妤）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先进技术
分享推介活动、发放节能降
碳“政策包”⋯⋯6月13日-6
月 19 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
今年的主题为“绿色低碳，节
能先行”。昨日，成都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宣
传周启动会暨工业绿色提能
行动动员部署会举行，由此
开启成都工业系统节能宣传
系列活动。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成都系统推进全
市工业、住建、交通、公共机构
等重点领域节能工作。数据
显示，全市单位 GDP 能耗同
比下降 1.2%，能源利用效率
位于全省第一；规上工业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3%，全市工业能源利用效
率不断提升。

据了解，为继续积极推
进双碳目标落地，助力公园
城市示范区建设，今年成都
将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
业企业开展绿色提能专项行
动，推动实施一大批节能技
术改造，带动全市工业领域
绿色低碳转型。

通过专项行动，力争到
2025 年，全市钢铁、水泥等
高耗能行业重点企业达到国
家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
超过 30%，数据中心电能利
用效率不超过 1.5，培育创建
省级节能降碳标杆企业 5 家
以上，实施省级节能降碳示
范项目 10 个以上，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较2020年降低10%以上。

成都工业系统节能宣传周
系列活动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