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2019年本科一批录取工
作于7月18日下午正式启动，目
前还在进行中。记者从省教育
考试院获悉，因为看好四川生

源，本一批次100余所次院校在川增加机
动计划近2000名。不少顶尖学校表示，

“今年四川高考高分多，优生多”，在川招生
人数创了新高。此前被读者热议的成都石
室中学最牛双胞胎兄弟张家豪、张家杰被
清华大学录取，成都七中理科成绩718分
的宋靖也被清华大学录取；而高考取得文
科681分好成绩的南充高中学生刘琦丽
已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

生源优秀
不少高校增投计划

由于参加本批次录取的院校多为
教育部直属高校、“211”工程建设高
校、部省共建的原部委属重点高校等，
所以倍受关注。在录取中，不少高校
捷报频传，由于四川高考生源优秀，高
分扎堆，不少高校都增投了计划。据
省录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参加
四川省本批次录取的院校共352所
（文史类289所次，理工类444所次），
在录取场和录取院校的共同努力下，
本一批次共有155所次院校在川增加
机动计划1789名。“高分多，优生多！”
一位顶尖高校招生负责人表示，今年
该校在川录取有望破200名，创新高。

今年川内高校录取情况也颇为
喜人。电子科大理工类以投档线669
分领跑全川。学校在四川省投放的
普通计划较2018年有所增加，在实
际录取时根据生源情况又进行了追
加，在川实际录取人数将占全国录取

总人数的23%左右。
川大医学专业招生录取分数再

攀新高，口腔医学（八年）最低分696
分，临床医学（八年）录取最高分696
分、最低分689分。在川录取理科最
高分702分。

高分频现
出了不少“双黄蛋”

今年四川高考，成都石室中学张
家豪、张家杰兄弟以理科705分、718
分的高分成为网红双胞胎。目前双
胞胎兄弟已被清华大学录取。哥哥
张家豪被电子信息大类录取，弟弟张
家杰被“智班”录取。另外一名取得
理科718分好成绩的成都七中女生宋
靖也被清华大学录取。

此外，成都树德中学考得理科
716分的刘双祺和桑子洋已经被北京
大学生物科学和化学专业录取。

今年高考取得文科681分好成绩
的南充高中学生刘琦丽被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录取；双双取得文科
679分的成都树德中学学生曾致霖、
新都一中学生宋汶航均被北京大学
元培学院录取。

曾致霖妈妈告诉记者，北大是曾
致霖梦想的学校，她非常开心，正在
为入学积极地做准备。高考分数出
来之后，曾致霖就和同学、朋友们去
毕业旅行。在云南，她了解多彩的民
族文化，挑战了惊险刺激的卡丁车，
做了自己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峥 何方迪莫凡 周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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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2-31 C 22-28 C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偏北风1-2级
阴天有中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20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41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广元、内江、遂宁、宜宾、资
阳、西昌、攀枝花、广安、雅安、乐山、巴
中、德阳、南充、绵阳、康定、达州、自贡、
泸州、眉山

同呼吸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2—62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20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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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上海歌舞团将在宜宾酒
都剧场演出舞剧《朱鹮》；

7月21日，上海歌舞团将在泸州中
国酒城大剧院演出舞剧《朱鹮》；

7月21日至8月4日，孟京辉城市浸
没剧《成都偷心》将在成都域上和美先锋
剧场演出；

7月27日至28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话剧《家长会》；

8月2日至3日，倪大红、孙莉领衔主
演的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经典作
品《安魂曲》中文版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
演出；

8月20日至25日，东郊记忆·演艺中
心将演出世界经典原版音乐剧《猫》；

8月29日，成都世外桃源大剧院将
举办 2019VIDEO GAMES LIVE 暴雪
游戏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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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9083 期全国销售
292813014 元。开奖号码：17、24、26、
28、32、07、09，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
1000 万元，追加 2 注，单注奖金 800 万
元 。 二 等 奖 基 本 108 注 ，单 注 奖 金
425427元，追加20注，单注奖金340341
元。三等奖197注，单注奖金10000元。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
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
彩网公告。4096211433.05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94 期 全 国 销 售
16416048元。开奖号码：318。直选全
国中奖 10432（四川 886）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24704（四川
1801）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6227942.8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94 期 全 国 销 售
10239552元。开奖号码：31849。一等
奖 40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86629390.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
1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看好四川生源 本一批100余所次院校增投计划近2000名

“最牛双胞胎”上清华
两个716分去北大

连绵雪山，百里风光，无数俏
丽山尖巍峨耸立，山峰上密密麻麻
标注出各峰的名字——7月20日，
这样一张绝美照片在微博上爆红，
网友纷纷赞叹，为此壮美折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辗
转联系上图片拍摄者“天书”，这位
雪山爱好者、成都某高校教授说，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11月。“我当
时在尼泊尔干城章嘉峰拍摄了半
个月，但运气不太好，天空一直阴
沉，没拍到好照片。”天书说，11月6
日，他如往常一样刷天气云图，发
现第二天的天气非常好，“当即决

定改签机票，把11日的行程提前到
7日。”

在从加德满都飞回成都的班
机上，“天书”拍下了这张500公里
大喜马拉雅中段核心区域的照
片。“根据所掌握资料，这张照片可
能是目前最清晰、范围最广、标注
最全面的大喜马拉雅核心区域照
片。整个喜马拉雅中段除了尼泊
尔的干城章嘉、道拉吉里和印度的
南达德维三座8000米级高山之外，
全部精华都在这张照片里。”7月20
日，另一名雪山爱好者“老J不老”
在个人微博上发布这张照片时说，

作为资深爱好者，这是他见过的云
最少、8000米级（雪山）最多的一张
航拍照。

事实上，“老J不老”就是此图
820余座山峰的标注者。“我去年拍
了之后，自己标注了200多座山峰，
发到我的朋友圈，当时就是圈里自
己乐呵。后来觉得不甘心，因为这
张照片里山峰超过1000座，希望尽
量都标注出来。”天书说，他随后找
到“老J不老”，后者耗费超过30个
小时，以等高线图为基准，将图中
山峰尽力标出，“结果一不小心就
标成了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雪

山标注图，一共标了 820 多座山
峰。”

尼泊尔一共九座8000米+雪
山，除了干城章嘉和道拉吉里，此
图中全部可见。此外，照片里还包
括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第
四高峰洛子峰、第五高峰马卡鲁
峰、第六高峰卓奥友峰、第八高峰
马纳斯鲁峰、第十高峰安纳普尔纳
峰、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掐指
一算，一张图里，囊括七座 8000
米+雪山，一百多座7000米+山峰，
可谓壮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雪

四川前1000名文科生中
有1/4被川大录取
省内高校录取最高分
进华西口腔八年制

19日下午，四川大学校长李言
荣在考生段邵辰的录取通知书上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毕业于绵阳中学
的段邵辰以高考理科702分这一接
近清华、北大在川提档线的分数被
华西口腔（八年）录取，这也标志着
川大本一批次的录取正式开始。

据了解，川大今年计划招收
9200名本科生，其中2500名左右的
生源来自四川，是省内高校中招收
本地学生最多的学校。

今年川大在川招收的文史类考
生最高分为632分，四川省前1000名
文科生中有1/4将会被录取到川大。
同时，川大理工类最高分达到702
分，领跑川内高校。理科录取分数在
690分（全省排名前642位）以上有29
人，全省排名前1000的考生达到46
人。尤其是医学专业更是高分扎堆，
口腔医学（八年）最低分696分（全省
位次318位），临床医学（八年）录取
最高分696分（全省位次318位）、最
低分689分（全省位次704位）。

除了医学专业的录取分数持续
攀高外，今年川大录取还有一个特
点，理科中的基础学科报考人数增
长明显，理科专业（数、理、化、生）在
川计划招生182人，进档考生中第一
志愿报考的达到410人，最高分为
683分。 川报观察记者李寰

为拍雪山 高校教授改签机票
拍下500公里大喜马拉雅中段核心区域照片，标出820余座山峰

张家豪张家杰（左一左三）兄弟被
清华大学录取。

曾致霖被北京大学录取。

“天书”拍下的这张绝美照片在微博上爆红。

7月20日上午，香港明星任达华
应邀为广东中山某商业活动站台时，
突然被一名上台男子刺伤腹部。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任达华
工作团队，一工作人员回应称：“任达
华已在医院清洗伤口，暂时没有生命
危险。”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活动现
场，突然一位身穿灰色背心的男子
上台，从裤袋中拿出刀对着任达华
腹部猛刺，随后还不停挥刀追刺，任
达华不停闪避，现场人员冲上前制
服该男子。

被刺后，任达华一直保持着清
醒，在保安搀扶下下台，他用左手按
住腹部伤口说：“去医院。”随后登车
离开。

目前，行刺男子已被中山警方控
制。

事件经过
参加活动被刺伤

7月20日上午，香港明星任达华
应邀在广东中山出席一个商业活动，
突然遭遇一男子近身行刺。起初台

下观众还以为是任达华在表演，直到
保安上台，观众才知发生了意外。任
达华被刺后手捂伤口，血流不止。

针对网友爆料称任达华被刺是
因一位讨债者被业主拖欠工程款捅
错人而“误伤”的传闻，当天下午 3
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
上了传闻中与此有关的深中国际装
饰城一位负责人，该负责人称：“网
友爆料是误导，我们公司没有拖欠
谁的欠款，因为我们的总承包是有
实力的，根本就不存在拖欠工程款
的情况。”

警方通报
已送医无生命危险

中山市公安局发布的情况通报
称：7月20日10时12分许，中山市火
炬开发区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当
天香港影星任达华先生在中山市火
炬开发区出席某装饰城开业庆典活
动（约 280 人参加），进行到嘉宾登台
访谈环节时，嫌疑人陈某（男，53 岁，
中山市人）突然从舞台正下方冲上舞
台，同时从右侧裤袋掏出一把水果刀

（全长 20.71 厘米，其中刀刃长 10.94
厘米）刺中任右下腹部及划伤任右手
掌四指。随后嫌疑人陈某被现场保
安制服，警方接报后迅速到场将陈某
带回派出所采取强制措施并作全面
调查。

案件发生后，任达华先生被及时
送往医院救治，经开发区医院诊断，
任达华先生右腹部有一宽2厘米、深
3厘米伤口，未伤及脏器，右手四指
划伤，经医院治疗，无生命危险，伤情
平稳。

经初步审查，嫌疑人陈某对持刀
故意伤害任达华先生一事供认不
讳。经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
学专家对嫌疑人进行精神检查和初
步医学诊断，陈某存在精神障碍（偏
执型精神分裂症，俗称“妄想症”）。
案件详情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签约公司：
将追究行凶者责任

“任达华虽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这件事影响恶劣。任达华是口碑
很好的艺人，突然遭遇这样的不幸，

肯定要追究行凶者的法律责任。”20
日傍晚,任达华签约的英皇公司工作
人员如是说。

20日下午，英皇娱乐对外发布声
明，强烈谴责凶徒，并表示将对任何
以非法及暴力手段伤害任达华先生
的肇事者追究到底。

在声明中，英皇娱乐透露了任达
华最新手术情况，“任达华先生现已
成功完成手术，腹部刀伤轻微伤及内
脏，已成功缝补，右手四只手指伤势
亦已得到治疗，目前身体情况稳定，
正在病房中休息。”

人物档案
任达华1955年3月19日出生于

中国香港，1987 年开始接拍影视
剧。2004年凭借《PTU》获得第9届香
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男主角奖，2010
年凭借《岁月神偷》再次获得第29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前段
时间其参演的缉毒题材剧《破冰行
动》大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为商业活动站台 任达华被刺伤
警方通报：53岁行凶者存在精神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