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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种160多个品种，通过329项农残检测，选出优质水蜜桃

成都水蜜桃首度出口俄罗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6
月22日下午，经四川省高等教育
招生考试委员会审议通过，我省
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各类别
录取控制分数线正式出炉。

一、普通类
（一）本科

文科：本科第一批537分；
本科第二批470分。

理科：本科第一批511分；
本科第二批436分。

（二）高职（专科）

文科：190分；理科：180分。
专科提前批省属院校免费师

范生、航空服务专业专科和航海类
专科执行专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院校和公安院
校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将于7月
上旬向社会公布。

二、藏、彝文一类模式
1.本科
藏文专业：文科311分；

理科273分。
彝文专业：文科417分；

理科442分。
本录取控制分数线根据考生

高考实考成绩划定，考生以实考成
绩参加录取。

2.藏、彝文一类模式本、专科
预科录取标准不低于我省本、专科
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下100分；藏、
彝文专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在
本科及本科预科录取结束后，根据
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及成绩由省录
取领导小组分别划定。

3.藏、彝文一类模式考生报考
普通高校非藏、彝文专业，享受我
省现行普通高校招生少数民族地
区学生统一规定加分政策，按照省
定普通高校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
线执行；报考普通高校艺术、体育
类专业，按我省2017年普通高校
艺术、体育类专业的相关政策和办
法执行。

三、对口招生类
（一）职教师资班（本科）：

农林牧渔类597分；
土木水利类567分；
财经商贸类571分；
信息技术一类570分；
信息技术二类 542分；
加工制造类551分；
旅游服务一类554分；
旅游服务二类491分。

（二）高职班（专科）：

农林牧渔类495分；
土木水利类323分；
财经商贸类351分；
信息技术一类450分；
信息技术二类253分；
加工制造类323分；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264分；
旅游服务一类447分；
旅游服务二类391分；
轻纺食品类274分；
医药卫生一类319分；
医药卫生三类353分；
材料类293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 刘
秋凤）四川如何从严治党，营造更
好的政治生态？怎样选贤任能干
部，让想干事者有机会、能干事者
有舞台？6月22日，解读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系列新闻发布会
举行第六场，主题是“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省纪委副
书记郑东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委党建办主任蒋天宝出席发布
会，并就热点问题接受媒体提问。

记者从现场获悉，过去5年，
四川全省纪检机关接受检举控告
类信访举报数在2015年、2016年
连续下降32.5%、14.5%，全省党
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指数由2012
年 的 82.75 上 升 至 2016 年 的
84.81。四川全面推行“阳光问廉”

“阳光政务”，探索运用“纪检监
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新模式，
其做法入选“2016年度中国法治
新闻十大影响力事件”。

从严治党取得阶段性成果的
背后，是四川的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态势。数据显示，四川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2012年6月
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72061件，处分71350人，移送司
法机关3069人，其中立案审查市
厅级干部 269 人、县处级干部
2726人，实现对21个市（州）省管
干部执纪审查全覆盖。

监督者也将被监督。四川加

强纪检干部监督管理。5年来，全
省立案审查纪检干部719人，处分
626人。今年1—5月，全省立案
审查纪检干部 103 件、处分 50
人。“今后五年，我们保持定力惩
治腐败、持续巩固反腐败压倒性
态势。”郑东风现场表示，要把权
力关进制度笼子，同时努力建设
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干部
队伍。

“过去五年，四川风清气正、

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
良好政治生态已总体形成。”在蒋
天宝看来，四川选人用人风气持
续好转。五年来，省委鲜明提出

“三重”（重品行、重实干、重公认）
用人导向和“三个六”（“六个重视
选用”“六个坚决不用”“六个坚决
调整”）用人原则，大力实施优秀
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圆满完
成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清
朗清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总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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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第六场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今后五年，四川持续巩固反腐败压倒性态势

2017年四川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一本线：文科537分 理科511分

省纪委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问

防止“四风”
反弹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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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学子快报名
我们助你上大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皓洋）每
年高考发榜时，总有一些寒门学子喜
忧参半，喜的是多年不畏艰难终圆大
学梦，忧的是大学学费、生活费咋
办？不用担心，“2017华西利群阳光
助学活动”已正式启动，华西传媒集
群携手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小组，在全
省寻找100位成绩优异、渴望用知识
改变命运的贫困高考生，将为他们每
人提供5000元大学圆梦金。欢迎符
合条件的考生自我推荐，也欢迎学
校、老师、同学等向我们推荐。

利群阳光助学活动每年在四川
的资助名额为100人，但是我们收到
的求助信件远远超过100名，更多学
生亟待帮助。因此，活动面向社会征
集“圆梦使者”，采取“一对一”或“一
对多”的形式，汇聚爱心，帮助更多品
学兼优的寒门学子顺利完成大学学
业。华西传媒集群还将开通“阳光助
学1+1活动”，面向全省征集“阳光使
者”，走进寒门学子家中，给他们带去
温暖与希望，也实地感受他们阳光向
上、在逆境中顽强奋斗的精神。

（详细报道见今日16版）

刷题就是
人生乐趣

黎雨佳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22日晚上9点左右，距离
高考成绩查询通道开通还有不
到1个小时，黄欢越发焦躁不
安，开始疯狂找小侄儿和二姐
聊天，话开始多起来。

尽管对电脑不熟，黄欢仍
然在电脑前钻研着如何最快查
询到成绩。“啊，我559分！”没
有做好一点点准备，晚上9点
40 分左右，黄欢突然惊叫起
来。在床上正在玩手机的二姐
黄文爰一把丢掉手机，赶紧凑
到电脑前看分数。“语文119、
数学110、外语128、文科综合
202，总分559分。”黄欢一边为
二姐念成绩，一边与二姐击掌
庆贺。

获晓高考成绩后，黄欢心

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回
过神来，她分别向班主任和英
语老师汇报了自己的成绩。另
一边，二姐则忙着向父母、大姐
报告这个好消息。对于一家人
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成绩，比黄
欢预估的分数高出不少。

“裙子有了，手机也有了。”
获悉成绩后，黄欢甜甜地笑着
对姐姐说。此前，二姐曾答应
过她，如果成绩超过重本，就给
她买一条裙子。

“考量再三，我还是决定报
考会计专业。”黄欢说，此前许
多网友也给了中肯的建议，包
括中医、计算机和师范等不同
的专业，经过自己再三思考，还
是打算报考会计专业。

4岁因车祸失去双腿，8岁学会用板凳走路，一路跌跌撞撞，她却
“跑”在了很多人前面（本报6月12日曾报道）。22日晚，在一番焦急
的等待后，泸州“凳子姑娘”终于迎来幸福的一刻：559分，超文科一
本线（537）22分。

当天下午5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泸县见到“凳子姑
娘”黄欢时，她正坐在姐姐租住的小房间里，准备一篇演讲稿。在高
考成绩没有公布前，她对自己估分不高，显得有些忐忑。

坚强姑娘 微笑面对板凳上的人生

1998年，黄欢出生在泸县
一个乡村里，在家排行老三。4
岁多时，一场车祸导致双腿截
肢。8岁时，黄欢学会了用两条
四脚小长凳走路，开启了凳子上
的人生。

黄欢上小学，父母将房子租
住到镇上，方便孩子上下学。小
学三年级时，为了能更好地照顾
黄欢，父母将大一岁的二姐黄文
爰从四年级降到与黄欢一个班，
与黄欢一起上下学，也照顾着黄
欢的日常生活与学习。高二时，
黄欢第一次安装假肢，却以失败
告终。二姐一如既往地照顾着

她。靠着自己的臀部力量，她左
右摇晃着四角凳前行，每一步走
得都格外艰辛。但她从未在大
家面前抱怨过，也从未表现出一
丝丝自卑。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黄欢始
终乐观积极。初来学校，大家还
担忧她的身体，总想着为她搭把
手，黄欢也经常道出谢谢……高
三时，这个班级的同学们早已将
她当做常人一样。夏日炎炎，结
束课间操的同学们回到教室，会
发现空杯里接满了水，有人表示
感谢，她又会不好意思道：“我在
教室反正也没有什么事……”

22日下午，记者见到黄欢
时，她正在电脑上生疏地打着
字。电脑是高考结束后，姐夫借
给她的，黄欢想趁着暑假多学学
电脑。由于行走不便，高中时，
黄欢的计算机课程上得较少，电
脑知识比较匮乏，这一直令她耿
耿于怀，所以她想抓住高考后的
暑期，恶补电脑知识。

打字还很生疏，黄欢尝试着

在电脑上打出几行字后，转而拿
起手机，“我还是习惯九键打
字。”说着，这个认真的小姑娘拿
起手机，在对话框内飞快地书
写，全程一言不发。

对于黄欢来说，高考结束到
公布成绩的这段时间似乎特别
漫长。因为给自己估分不多，这
个乐观的姑娘也焦虑不已，担心
自己分数不理想。

勤奋学习 利用暑期补学电脑知识

考出高分 行动不便欲报会计专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庆摄影报道

理科
总分 720

语文136分 数学150分
英语144分 理综290分

语言天才
“涂老师”

涂涴童
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

文科
总分 668

语文133分 数学145分
英语148分 文综242分

聚焦考生

P02-P03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黄欢（右）和二
姐黄文爰。

黄欢在出租屋搬着凳子准备下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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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子姑娘”
考出559分 超一本线2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