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平安高考”保驾

护航，市政府将 5 月 28
日 至 6 月 8 日 设 为 高

考、中考环境综合治理

期，要求“政府领导、部

门联动、分工协作”，做

实“四个保障”：保障试

卷保密万无一失，保障

考风考纪端正，保障考

试环境平安有序，保障

高考舆论正面导向。

严防考试作弊
一旦发现迅速查处

我市今年参加普通高考考生人

数有 2.4 万余名，涉及考务工作人员

5000 余人，考试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为做好我市今年普通高考工作，

教育、招生部门提前部署，反复演练

考务程序，强化考务培训，做到“人

防、技防”并重，联防联控。市招办提

醒广大考生和考务人员规范行为，对

所有涉考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

此外，综合治理期间，教育、招生

与公安、保密部门协调配合，共同做

好试题、试卷安全保密工作，坚决防

范失泄密事件发生。

净化周边环境
筑起高考“安全墙”

为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考试环

境，公安、应急、经信、交运、城管、卫

健、市场监管、住建、消防等部门将集

中开展整治安全秩序、噪声污染、交

通秩序、市场秩序、饮食安全卫生管

理等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加强综

合防控，整改薄弱环节。多部门联动

为考生筑起“安全墙”。

电力、电信部门要全力保障考试

期间各标准化考点、考生食宿点、保

密室、指挥平台电力和网络畅通，为

考生提供良好环境，保障标准化考点

正常运行。

强化工作督导
切实做好保考工作

5 月 27 日，省政府督查小组对我

市高考备考工作进行督查，并实地督

导了蓬溪县招考办和部分考点学校。

高考前夕和考试期间，我市将重

点对各地考试安全保密、环境综合治

理及考试保障等工作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督查，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对

因责任不落实、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

果和不良影响的，将坚决追究有关部

门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目前，我市高考各项备考工作已

经按照省上的要求严密组织、部署。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我市多部门协作“护航”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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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贺薇 全媒体记者 廖
媛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

天宫庙幼儿园以“童心向中华 幸

福伴成长”为主题，开展了“庆六

一·扶贫暨建国 70 周年”童话季汇

报活动。为期三天的活动用三个篇

章——亲子原创童话剧服装设计稿

展览、“Show 出你精彩”亲子自制童

话剧服装 T 台秀、“童心向中华 幸

福伴成长”汇报演出，吹响了“快乐

六一”的号角。

自天宫庙幼儿园市级课题《在

童话剧创演中提高幼儿社会交往能

力的实践研究》正式立项以来，该园

就更加注重对孩子创新能力和表达

能力的培养，借“六一”节之际，幼

儿园特开展了亲子原创童话剧服装

设计稿展览及“Show 出你精彩”亲

子自制童话剧服装 T 台秀。展览现

场是孩子们和家长一起精心设计的

一幅幅服装手稿及制作过程图。舞

台上面，孩子们迈着轻快的步伐，自

信地向我们展示着他们与家长们共

同制作完成的亲子原创服装。家长

们的心灵手巧与孩子们的奇思妙想

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

“童心向中华 幸福伴成长”汇

报演出舞台上，孩子们或优美或动

感十足的动作，或可爱或酷帅的造

型加上他们天真快乐的笑脸，博得

台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笑声，观众

们纷纷拿起手机拍下一个个精彩瞬

间。其间还有园长、教师、家长代表

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进一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

神，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和希望落实、

落细，天宫庙幼儿园特意为贫困儿

童和留守儿童准备了一份礼物，为

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天宫庙幼儿园

举行庆“六一”文艺汇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日前，遂宁中学开展“蜀中奇迹”为主

题的春季人文研学旅行活动，七年级

的同学们走进中国两弹城和七曲山。

在中国两弹城，同学们了解了

我国两弹研究开发的历史背景和军

事国情知识，体会到了两弹科学家

们舍身忘我的工作热情、艰苦奋斗

的品质和浓厚的爱国情怀，同时培

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在七曲山，

参与研学的师生共同举行了庄严的

拜师仪式，随后，师生们一起参观了

元明清精美的道教古建筑艺术，了

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延续中华

文明的重要价值。在翠云廊穿越到

三国烽火岁月，了解古蜀道在四川

古代战争的战略意义，了解了文曲

星的故事，激励学生认真刻苦学习。

通过此次研学活动，使七年级

全体学生进一步增强自我学习动

力、开拓自身视野、坚定了其学习信

念，也使学生与各老师之间的交流

与了解进一步深入，让学生以及老

师更好地践行了“知行合一”理念。

遂宁中学

举行春季人文研学旅行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5
月 31 日，我市 2019 年高考环境整治

“ 五 个 专 项 行 动 ”专 题 会 在 市 教 体

局召开。市教体局党组成员、市招办

主任郭双洪主持会议并作讲话。

与会各部门交流了前期工作情

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工作安

排。各部门均按市招委统一安排部

署，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环境、各类噪

音整治、硬件设施设备检查检测，交

通运输、考点和食宿点建筑消防安

全、食品卫生安全、净化网络涉考环

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无线电监测

监控、供电供水供气及网络通讯保障

等方面主动作为、扎实工作。就目前

存在的诸如建筑、市政工程施工导致

相关管线意外受损、个别考点和食宿

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行了

研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会议对高考环境整治工作提出

了要求，再次明确了全市高考工作部

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能职责，要求

各单位要倒排工期，强化整改，确保

高考前所有环节全面保障到位。各

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再次梳理工作任

务，认真对标补短。要进一步强化协

调配合，打好总体战，确保全市高考

安全、平稳、顺利进行。

5 月 31 日，遂宁七中小学部举行

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暨“六一”文艺汇

演 。 少 先 队 员 入 队 仪 式 现 场 ，孩 子

们鞠躬向家长感恩；精彩文艺汇演则

展现学校美育成就与儿童风采。

图为少先队员入队仪式现场，家

长为新入队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摄

本报讯（陈丽娜 全媒体记者 廖
媛媛）5 月 31 日，船山区顺南街小学

在集团本部举行第 70 个国际儿童节

庆祝暨课后服务成果展演活动。来

自顺南教育集团本部、圣莲岛校区

及大南街小学联盟、油房街小学联

盟的 3000 余名师生及家长代表携手

联欢，共同庆祝儿童节。

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后，顺南教

育集团总校长漆洵向学校全体同学

送上节日祝福，并对学校学生成长

提出殷切希望。在课后服务成果展

示中，四所学校精心编排的 13 个节

目一一登台。集团本部本部非洲鼓

队《小宝贝》、葫芦丝队演奏的《金孔

雀》、课本剧表演《王二小》、尤克里

里演奏《平凡之路》、武术表演《中华

少年精武魂》，大南街小学带来的

《苗妹妹》、油房街小学带来的金钱

板表演《月亮公月亮婆》、圣莲岛校

区带来的舞蹈《舞彩飞扬》，给观众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校园艺术节暨课后服务成

果展演内容丰富，动态的节目展演，

静态的美术书法展，全方位地展示

了学校开展课后服务以来的成果。

今年的展演节目，延续往届打造快

乐盛宴和人人参与的理念，贯穿“和

祖国一起成长”主题，丰富的节目形

式、童真童趣的表达方式，将一首首

动听的童歌，一个个欢快的舞蹈传

递给现场的所有人。

顺小教育集团举行“六一”庆祝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5 月 28 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

遂宁市德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交

付第二批 20 台轻量化法规车，交车仪

式标志三一重工为我市轻量化法规

车又一次扩充“新成员”。据了解，这

是德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首批采

购轻量化法规车，此次交车仪式中双

方期待如约达成后期的更多合作。

搅拌车超载运行，是城市道路安

全管理之殇，国家一直在提倡搅拌车

法规化，“不生产超载搅拌车、不采购

超载搅拌车”是对行业内厂家与买家

的共同呼吁。本次德运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在遂宁市场率先批量切换

法 规 车 ，是 其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体

现。

据德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董

事长谢国华介绍，公司一直积极响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交通运输部《超限运输车辆行驶

公路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此次切换轻量化法规车之所以选

择三一重工，主要考虑了大品牌、经

济性、安全性、节能性、轻质性、售后

服务等方面，最终三一重工在众多厂

家中脱颖而出。

众望所归
院系低密洋房惊艳全城目光

本次开盘定于早上 9 点半，但早

上 8 点，邦泰·河东院子的签到台已

经排起了长龙，关注项目的置业者们

翘首以盼着这场业界盛事，工作人员

有序引导消费者签到并进入等候区，

河东院子也为到场置业者们准备了

精彩的节目表演和温馨的茶歇甜点，

让每一位客户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

贴心服务。

专程从安居赶来的包阿姨接过

工作人员贴心的甜点倍感关怀：“这

次主要为儿子选婚房，考虑会和老伴

也会在小区选一套养老，看了很多楼

盘，之所以选择邦泰·河东院子，看中

的就是河东院子的院系人居不仅区

域位置好、繁华配套和社区景观环境

也好，后期物业服务更是有保障。”

9 点 30 分，随着开盘活动的开

始，摇号选房环节也在期待中展开，

现场排号的准业主们凭摇号顺序进

入选房区，挑选自己心仪的房源，开

启了遂宁 6 月第一波的抢房热潮。随

着选房环节成交喜讯不断传来，邦

泰·河东院子持续近 3 个小时的开盘

盛典圆满落下帷幕，开盘首次亮相

184 套臻品房源受到市场追捧，成为 6
月楼市开篇亮点。

人居梦想
优质生活配套汇聚巅峰之作

邦泰·河东院子，秉承国粹苏园

院落洋房的打造理念，一经亮相便引

发遂宁各界精英人士的强烈关注。

从 4 月 30 日一场沉浸式秀场发布会

致敬遂宁，到 5 月 1 日实景示范区亮

相惊艳遂宁，再到 6 月 1 日盛大开盘

回馈遂宁，仅一个月时间，邦泰用自

己的匠心品质获得了市场认可，印证

了邦泰品牌和产品的超高人气。

邦泰·河东院子为何受到市场追

捧？这与邦泰对高品质的追求与人

居理念密不可分。邦泰集团的每一次

出手，都瞄准了城市发展核心位置，首

次布局遂宁，邦泰选择了河东新区，这

正是遂宁未来发展的咽喉地段。河东

院子南接万达商圈繁盛之景，西临遂

宁市政之势，与卓同国际学校为邻，转

身之间城央湿地公园、优质综合医疗

配套、交通脉络一应俱全……

据介绍，已呈现的邦泰·河东院

子，景观面积将达到土地面积的四分

之三，迎宾展示区、会友交流区、运动

健身区、儿童娱乐区……多个功能区

域一应俱全，完全可以满足各年龄段

业主的需求。同时，邦泰·河东院子

的每一位业主，都有“邦管家”24 小时

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尊享遂宁绝无仅

有的“邦主”品位生活。

邦泰·河东院子以优质配套资源

汇聚人居巅峰之作，成为遂宁人理想

中的桃源筑家之地。据了解，项目首

批次房源以建筑面积 100 余平米云系

人居和 132-138 平米的低密洋房备受

市场关注。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随着节假日成为开商的重要促

销节点，许多楼盘都会在节日期间

抓住时机，推出各种吸引眼球的活

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恰好在

周六，既是孩子过节，也是父母闲暇

的好时光。我市众多开发商也推出

了众多吸引人的周末“亲子活动”，

为楼市热度升级，而体验式营销方

式，成为上周末各楼盘的亮点。

童趣嗨翻周末
楼市亮相开盘活动多

浪漫的 520 刚刚结束，童真的

“六一”儿童节在上周末成为遂宁各

楼盘的营销热点，将这个属于小朋

友们童话般的节日打造得热闹非

凡，六一嘉年华、游园会、水枪大作

战、梦幻泡泡趴、草帽彩绘 DIY、欢

乐娃娃机……多种亲子活动让孩子

和家长间的温情蔓延，同时，各楼盘

的惊喜大礼也免费赠送。

无论是邦泰·河东院子的“六一”

开盘活动，或是中梁首府的“六一”嘉

年华和诚意客户登记、还是绿地集团

的儿童节亲子活动……萌娃成为了

上周末各楼盘的主角。业界人士感

叹：楼市为了吸引人气，促进楼盘销

售，温情的体验活动成为儿童节吸引

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的最好方式，也

可以让业主们感受到项目为业主营

造的幸福生活氛围。同时，也有楼盘

也在节日期间推出相应优惠活动，受

到置业者的关注和认可。

温情体验营销
优质服务升级促销战

细观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楼

市，我市各楼盘启动的相应暖场活

动亮点多多，童真十足的游戏活动

将各营销中心变成欢乐的海洋，也

吸引了众多选房者在上周末到各楼

盘接待中心，带娃、选房两不误。

在 6 月 1 日-2 日期间，中铁·蓝

珀江宸营销中心的“欢乐总动员，缤

纷夏日趴”将一场亲子狂欢活动拉

开了序幕。而一场梦幻柔软的泡泡

大趴也为萌娃们呈现了一个不同寻

常的节日，同时现场还有孩子们最

爱的水枪大战，让孩子们尽情享受

童年的精彩，感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有了孩子，选房一定要为孩子

安排一个安逸舒适的居所，而合适

的户型则是选房要求的重中之重。”

中梁首府的置业人员介绍，刚好，项

目新推出的户型完全满足带娃家庭

的需求，户型百变，适合绝大多数家

庭居住，能最大限度保证生活的舒

适性。据了解，中梁首府的“六一”

嘉年华活动钓钓鱼、品美食与楼盘

诚意登记活动同时火热进行，让准

业主提前感受宜居的生活体验。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六一”臻极绽放

邦泰·河东院子盛大开盘
六 月 的 盛 夏 已 经 来

临，对于邦泰·河东院子

来说，比夏天更火热的就

是置业者对楼盘火热的

期待了。

6 月 1 日，邦泰集团进

驻遂宁打造的首个 TOP 级

院系产品——邦泰·河东

院子在全城瞩目下盛大开

盘，当日来自遂宁各界的

600 余名置业者欢聚项目

接待中心，共同见证这一

东方院落揭开神秘面纱。

三一重工20台轻量化法规车交付

“六一”期间

各房产商主打“童心”攻势

我市召开高考环境整治“五个专项行动”专题会··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