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7日讯 记者获悉，
备受考生关注的北京大学自主招
生初审名单， 昨晚也正式通过教
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公
示。今年，全国共有1719名考生
通过北大自主招生初审，其中122
人来自湖南， 总人数位居全国第
五。 为啥湖南通过名校自招初审
的考生特别多？ 名校自招青睐怎
样的考生？

122名湖南考生通过初审

根据北大公布的名单， 湖南有
122名考生通过自主招生初审，总人
数位居全国第五位。湖南的122名考
生则分别来自：长郡中学30人，雅礼
中学20人，长沙市一中18人，师大附
中18人，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9
人，明德中学4人，浏阳市一中3人，岳
阳市一中3人，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
学2人，常德芷兰实验学校2人，衡阳
市第八中学2人， 湘潭县第一中学2
人，另外9人分别来自长沙县一中、宁
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常德市一中、郴
州市一中、桃源县一中、永州市第四
中学、龙山县皇仓中学、湘乡市一中
和资兴市立中学。

统计今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
学自招初审人数名单， 湖南考生
表现不俗， 通过总人数达218人，
仅次于北京425人、浙江255人。

清华北大为啥青睐湖南考生

从今年入选北大、清华自招的
考生所在学校来看，绝大多数出自
湖南“四大名校”。值得关注的是，今

年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也相当抢
眼，共有14名考生入选。对此，长沙麓
山国际实验学校副校长向雄海表示，
该校拿到两所名校自招“入场券”的
考生，除了成绩好、综合素质高，还有
两项“必杀技”：一是在全国五大学科
竞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
学）中获奖；二是参加了名校面向高
二、 高三学生举办的各类夏令营、金
秋营、学科营，而且表现突出。

事实上，业内人士分析，湖南考
生之所以能获得名校的青睐，有一个
重要原因是湖南是学科奥赛强省，每
年在五大学科竞赛中都有众多学生
获奖。特别是在今年全面取消中学生
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等全
国性高考加分项目之后，奥赛得奖成
为获得高校自主招生资格的“敲门
砖”。对此，向雄海认为，大学自主招
生关注奥赛获奖学生，是因为在这些
竞赛中表现突出的孩子， 不但聪明，
而且“吃得苦、霸得蛮”，在学习能力
和思维深度方面， 比普通学生表现
得更突出。他分析，一般而言，能够
进入五大学科竞赛省级集训队的
学生就基本拿到了清华和北大自
招的“入场券”。 ■记者 黄京

北京大学公布自主招生初审名单，湖南122名考生入选

清华北大为啥青睐湖南考生

本报5月7日讯 今日，记者
从长沙市雨花区获悉，即日起，
市民举报辖区范围内存在的大
气污染环境违法行为， 最高可
获得2000元奖励。

记者在《雨花区蓝天保卫战
大气污染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中注意到，市民可对工地扬
尘污染、“散乱污”企业排污、违规
使用散煤、机动车冒黑烟等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大气污染问题进
行举报。举报奖励标准，根据被举
报违法行为的性质、内容、影响程
度、处理结果来确定具体金额，最
低10元，最高为2000元。

举 报 人 可 以 采 取 拨 打
12345热线，由12345热线移交
至相关部门； 举报人也可以根
据问题类型， 拨打相关主管部
门投诉电话或者直接到相关主
管部门反映等方式进行举报。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李欣欣

举报大气污染
最高可奖2000元

本报5月7日讯 三文
鱼刺身、金枪鱼刺身、扇贝
鲜嫩不久蒸、 生吃醉虾与
生蚝……随着气温的升
高， 又到了海鲜肥美的季
节，不少吃货们口水涟涟。

可是， 煞风景的数据
来了，2017年我省的食源
性疾病事件监测显示，5-9
月份， 就有6起由于食用、
加工海产品不当， 引起食
源性疾病暴发，导致129人
发病。今天，省疾控中心发
布健康提示： 海鲜生吃有
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吃货
们要警惕了。

省疾控中心食安专家
透露，生吃海鲜有三种引起
严重后果的“罪魁祸首”。

1、创伤弧菌：主要有
两种感染途径， 一种是进
食生的或未经加工熟的贝

甲类海产品(尤其是牡蛎)，引
起的蜂窝组织炎和败血症，
死亡率高达50%以上。 另一
种感染途径是破损的肢体接
触海水， 或海产品刺伤皮肤
而感染。 导致严重的肌炎和
肌膜炎引发严重的坏疽，继
而发生败血症，75%的患者
在入院48小时内因多脏器功
能不全而死亡，被称为“海洋
中的无声杀手”。

2、副溶血性弧菌：主要症
状为急性胃肠炎， 表现为呕
吐、头痛、腹泻和低热等症状。

3、诺如病毒：主要污染贝
类、水果、蔬菜和饮用水，尤其
是大家酷爱的牡蛎，也就是生
蚝。诺如病毒引起的感染主要
症状为恶心、 呕吐、 胃痛、腹
痛、腹泻等，且具有较强的感
染性，目前暂无特效药物。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赖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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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玲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
书，证书编号：201443009578，
声明作废。

◆李明超（父亲：李冠日，母亲：肖
月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78989，声明作废。
◆黄子骁（父亲：黄义达，母亲：张
莉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68978，声明作废。
◆邓蔚钦（父亲：邓田华，母亲：王
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772351，声明作废。
◆晏静茹(父亲：晏军海，母亲：何
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600225，声明作废。

◆唐海啸遗失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证书，证号:A040710000
00002949，声明作废。

◆曾梓翊（父亲：曾望闻，母亲：欧
阳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715445，声明作废。
◆余懿家（父亲：余琼，母亲：胡银
香）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470635，声明作废。

◆蒋少航（父亲：蒋艳丰，母亲：朱
凤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843628，声明作废。

◆肖泽楷（父亲：肖长春，母亲：言
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73472，声明作废。

◆郑睿（父亲：郑茂，母亲：陈小
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39023，声明作废。

◆刘思蕊（父亲：刘广才，母亲：
陈爱枚）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136070，声明作废。
◆成可欣（父亲：成志强，母亲：罗
思）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177252，声明作废。
◆文欣怡（父亲：文丰年，母亲：成
丽）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52288，声明作废。

看一眼人脸识别仪， 工人
进入通道，“嘀”的一声，身前的
闸门自动打开放行， 整个过程
差不多只用了0.1秒。5月7日，
中建隧道长沙地铁6号线岳华
路站竖井施工现场， 长沙市地
铁工程建设工地上首次引进

“刷脸”考勤系统。该系统还引
进了指纹存储、自动语音播报、
集成监控等新科技。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雷密
红 摄影报道

地铁工地
“刷脸”考勤

省疾控发健康提示：
生吃海鲜小心危及生命

说起来这么恐怖，是不是诱人的海鲜就不能吃了呢？
专家坦言，只要按照科学方法，海鲜依旧可以好好享受。

1、 煮熟， 贝壳类应该在它们被煮后开壳至少5分钟。
不带壳的也至少煮沸3分钟以上。

2、 蒸透，贝壳类应该蒸至壳张开9分钟之后，不要吃
无法张开壳的贝类。

3、 煎炒，温度要在190摄氏度以上至少10分钟。
4、烹饪时要避免交叉感染，并及时食用，不要食用过夜

的海鲜。
5、主妇们在处理和挑选海鲜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避免

被扎伤，如有伤口，尽量不要接触生的海产品，一定要戴好
防护性手套。

这才是海鲜的科学吃法

提醒

本报5月7日讯 今天
下午， 长株潭城际铁路与
石长铁路联络线项目获省
政府常务会议批准立项。

按照项目规划， 线路
自长沙西站引出后， 向西
北跨越长益常高铁、 长益
高速复线后， 以隧道形式
穿越乌山， 尔后下穿长益
高速复线， 接入石长铁路
乌山站，线路正线全长9.16
公里，新设乌山站，建设工
期1.5年。同时，项目拟扩建
既有长沙城际动车运用
所，在原预留位置新建6条
存车线，增加12列4编组动
车组。

据测算，项目建成后，联
络线可将现已开行的石长铁
路动车组快捷引入长株潭城
际铁路长沙站， 承担长益常
区间城际客流任务， 大量开
行长沙、株洲、湘潭至益阳、
常德方向的城际列车， 更加
方便老百姓出行， 完善长株
潭城际铁路网。同时，动车组
可通过城际铁路和联络线直
接上行石长铁路， 避开捞刀
河片区， 有效解决京广铁路
捞刀河站至长沙站区间能力
瓶颈问题。

截至目前， 该项目规划
选址、土地预审、接轨审查等
均已获批。 ■刘笑雪

长株潭城铁将“延伸”至益阳常德
城际铁路与石长铁路联络线项目获省政府常务会议批准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