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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高考成绩和录取结

果咋查询？招生咨询与

信息发布有哪些渠道？

填报志愿有哪些注意事

项？5月 27日，省招办发

布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

《考生指南》，考生和家长

关心的问题都在这里了。

6月 25日零时开始查询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
以下途径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录取结果：登录河南
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河南招生考
试信息网、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查询；
到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登录
招生院校网站查询录取结果。

为更好地服务考生，今年我省将通过普通高招
考生服务平台只读邮件向考生发送电子成绩单、录
取信息以及高考体检报告。

考生对成绩有疑问的，可于6月27日18：00前持
本人准考证到县（市、区）招办提交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查成绩 6月25日零时公布高考成绩

高招期间，教育部门和高校线上线下为考生和
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发布招生信息，方便大家了解、
选择学校及专业。

各省辖市、县（市、区）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提
供招生考试全过程咨询服务；省内外院校咨询电话、
网站，提供相关院校的招生咨询；河南省教育厅网站、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公布
往年院校报考和录取情况统计信息、院校招生计划信
息、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和分数段统计信息等。

《招生考试之友》杂志（专业目录），公布各批各院
校分科类招生计划、分专业计划数和学费标准，以及
各院校联系方式、招生政策问答及填报志愿指导等。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将于6月25日—28
日举办我省的网上咨询周活动，省招办和在豫招生
高校均参加。6月25日、26日，我省将在河南师范大
学新联学院、黄河科技学院、郑州工商学院举办普通
高招现场免费咨询活动。

选学校 线上线下获取招生信息

台账民生

民生速递

本报讯（记者 孙静）让群众吃得
更明白、更放心，5月 24日，省市场监
管局公布消息，截至目前，我省实施

“明厨亮灶”的餐饮服务者已达 16.7
万家，总体实施率提升至 64%；全省
校园食堂“明厨亮灶”实施率达80%，
提前半年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
标任务。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安排，
2019年年底，全国校园食堂“明厨亮
灶”比例要达到70%。为进一步强化
督促我省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
制作过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保障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今年制定并实施了《河南省明
厨亮灶建设规范提升行动方案》，要
求今年年底前，全省餐饮服务提供者

“明厨亮灶”覆盖率达 65%，“目前我
省校园‘明厨亮灶’实施率已达80%，
提前完成了总局下达任务；按照进
度，全省总体实施率同样将提前达到
我省制定目标。”省市场监管局有关
负责人说。

据介绍，为突出抓好校园食品安
全建设，我省严格落实学校食品安全
校长（园长）负责制，全面推行“明厨
亮灶”，鼓励家长和广大师生参与监
督，并借助视频直播设备，保证家长
可实时观看校园餐饮制作等，让家长
对校园餐饮食品安全“可体验、可参
与、可监督”。③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周末带小
朋友游玩，又多一个好去处。5月 27
日，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农业农村部
近日公布推介的第三批全国奶业休闲
观光牧场中，位于邓州市的河南盛全
农牧观光牧场入围。加上第一批和第
二批，我省共有 4家休闲观光牧场成
为农业农村部推介的奶业休闲观光牧
场。

目前，我省被农业农村部推介的
奶业休闲观光牧场，分别是郑州昌明
奶牛科普乐园、洛阳生生乳业农牧庄
园、南阳三色鸽农牧观光园和盛全农
牧观光牧场，总数 4家，仅次于浙江，
居全国第二位。

根据要求，被推介的休闲观光牧
场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设备，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各地要引导休闲观光牧场加强与旅
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
纳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
因地制宜开展牧业嘉年华、休闲牧业
特色村镇等活动，公布交通指示图、自
驾游路线、预约热线等信息，不断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③6

□本报记者 曹萍

近日，一篇名为《酒后吃头孢有多恐
怖？！医生凌锋生死24小时》的文章在微
信朋友圈传开，让更多人认识到药物与酒
精同用的危害。喝酒后吃药会带来哪些
危害？哪些药物遇到酒精会带来不良反
应？5月27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上述文章讲述了一名医生在少量饮
酒一天后，因为吃了一片头孢而出现意识
丧失甚至休克，经过全力抢救才保住性
命。“这是严重药物过敏所导致的，饮酒、年
龄、荨麻疹病史、哮喘等都是诱发严重过
敏反应的危险因素，一般起病很急，会出
现呼吸困难、喘息、血压降低、全身瘙痒、潮
红等。”郑州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陈楠说。

除了药物过敏，当头孢遇到酒精还特
别容易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双硫仑样
反应’是指服用某些药物前后饮酒或接触
含酒精物质，导致体内乙醛蓄积的中毒反
应，最初表现为面部潮红，继而会出现胸
闷气短、呼吸困难、心率加快、血压下降、四
肢乏力等，严重者会呼吸抑制、休克，危及
生命，大部分发生在酒后5—30分钟。”陈楠
介绍。国内一项大规模调查发现，普通民
众对“双硫仑样反应”的知晓率仅为6.4%。

“头孢哌酮、头孢曲松、头孢唑啉、头孢
呋辛酯等，其中头孢哌酮导致‘双硫仑样
反应’的报告最多，所以，服用这类药物后，
5至7天内都应远离酒精。”陈楠提醒，患者
应该谨记“吃药不喝酒、喝酒不吃药”。③6

我省八成校园食堂
“明厨亮灶”
提前并超额完成国定目标

我省又添一家
休闲观光牧场
总数4家 全国第二

我省实施“明
厨亮灶”的餐
饮服务者已达
16.7万家

16.7
万家

6月 25日零时可查高考成绩 8：00开始填报志愿

快收藏这份高招《考生指南》

□本报记者 史晓琪

网上志愿填报系统将于6月25日8：00开通，考
生须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填报，在规定的截
止时间前可以进行不超过两次的修改，填报时间截
止后将无法更改。

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和高职高专批均实行平行
志愿，其中本科一批和高职高专批可填报 1—6个
高校志愿，本科二批可填报 1—9个高校志愿，每个
高校志愿可填 1—5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地方专
项计划本科批和专科提前批（除艺术外）第一志愿
设 1个高校志愿，第二志愿设 4个高校平行志愿。
艺术类分艺术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A段、艺术本
科B段、艺术专科。每批次每段可按顺序填报 2个
高校志愿，每个高校志愿可填报 1个专业和是否同
意调剂（专业）。

填志愿 6月25日8:00开通填报系统

全省统一高招录取将于7月8日正式启动，分本
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一批、地方专
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专科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批
（非艺术类）等7个录取批次。

考生被录取后应如期到校报到。按所报志愿
录取后不报到，既浪费宝贵的招生计划，浪费高校
的教育资源，客观上也占用了他人的升学机会。
对于不履行志愿约定的考生，当批次录取电子档
案停止运转；对录取后不入学实际就读等造成招
生计划浪费的，下一年报名参加高考将限制其填
报志愿的学校数量，在实行平行志愿的各批次，允
许其填报志愿的学校数不超过 2个。③6

迎录取 7月8日开始分7个批次录取

某些药物遇酒精有不良反应

吃药不喝酒
喝酒不吃药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李俊献 曲婷

“科技兴农、良种先行”。作为以
农作物育种研究的安阳市农业科学
院，坚持把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
一步落到实处，以自主创新引领产业
发展，在谷子育种上取得了骄人的业
绩：培育的“豫谷18”亩产超千斤，其系
列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国 40%以上，是
农业农村部主导推广品种。

谷子是起源于我国的重要粮食兼
饲草作物，历史上曾有“北谷南稻”的
说法，但由于产量较低、栽培费工等原
因，逐渐被高产作物玉米等所取代。

近年来，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
强、干旱的持续，谷子营养价值逐渐被
人们重新重视。“我们面对国内谷子研
究的薄弱环节，扛起了谷子种业研究
的大任。”安阳市农科院院长陈传奎告
诉记者，在我国谷子种业发展的关键
期，安阳市农科院理应在推动谷子种
业整体升级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面对机遇和挑战，安阳市农科院
积极探索构建育种体系，以农业种植
需求为导向设定育种目标，以高端育
种平台、一流育种人才和技术为基础，
运用先进的管理机制，实现目标需求
市场化、育种过程规范化，让育种成果

走向市场。
秉承这样的信念，安阳市农科院组

织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闯海南、战安
阳，历经多年的不懈攻关、开拓创新，先
后研发出豫谷系列20多个国家级和省
级审定品种。尤其是选育的“豫谷
18”，分别通过国家谷子华北夏谷区组、
西北中晚熟春谷区组、东北春谷区组、
西北春谷早熟区组四大区域鉴定，成为
全国唯一一个4个试验区都审定通过、
适合在全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推广种植
的谷子新品种，安阳市农科院也成为全
国唯一一家培育品种通过 4个区审定
通过的科研单位。“豫谷 18”更是凭借
亩产680公斤以上的生产能力，被农业
领域专家称作“谷子界的魁首”、农业农
村部领导称赞为“谷子界的郑单958”。

“豫谷 18”从 2003年开始配制组
合，经过安阳、海南动态选育，成功解决
了国内优质谷子品种区域种植适应性及
高产的矛盾，综合表现为高产、稳产、广
适、高抗倒伏的特性，并且十分利于机械
收获。这是谷子品种的重大突破，“豫谷

18”被评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十二
五期间重大技术成果”，主持人刘金荣获
得国家“风鹏行动种业功臣”称号。在国
家谷子区域试验中，“豫谷18”在华北夏
谷区一亩地较对照增产48.2公斤，农民
每亩可增收241元。如今，“豫谷18”已
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仅河南省年推广面

积就达到50万亩，增产2410万公斤，为
农民增加效益1.2亿元。

安阳市农科院与河南华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安阳复兴种业
有限公司，依托豫谷种质资源优势，整
合内外部资源和技术力量，大力构建
产供销、种养加一体化的产业链发展

模式。在推动育种环节科技创新的同
时，安阳市农科院严把种子质量关，为
农民提供优质种子资源。同时加大农
技服务的推广力度，把农业技术带到
农民身边，服务到田间地头。

在考虑谷子种植的高产、稳产的
同时，安阳市农科院还在小米的质量、
口感研究上下功夫。他们每年品鉴上
百个品种的小米，选出商品性、食用品
质俱佳的品种推广种植生产。如“豫
谷 18”生产出来的小米，色泽橘黄、黏
香、适口性好、蒸煮时间短，曾在 2009
年全国第八届优质食用粟评选中以总
分第一的成绩被评为“国家一级优质
米”。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农产品交易
会上，“豫谷 18”也受到了与会者的交
口称赞。现在，“豫谷 18”已成为许多
小米企业加工生产小米首选的品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
康、品质生活的追求，对杂粮食品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安阳市农科院与合作
伙伴共同开发小米产品的深加工，已
研发出小米制作的面包、饼干、月饼、

小米油等数十种食品和用品，眼下正
在走向百姓的餐桌。

有 57年历史的安阳市农科院，谷
子育种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选育的

“豫谷一号”曾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2014年升级为河南省谷子育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2015年被评为河南省谷
子育种创新团队依托单位，2017年牵
头联合 38家单位共同组建“河南省谷
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近几年选
育的适合轻简化栽培“豫谷 18系列品
种”豫谷31、豫谷32、豫谷33、豫谷34、
豫谷 35、豫谷 36、豫杂谷1号在国家参
试品种区域试验中表现非凡，成为河南
省继小麦、玉米、花生、芝麻后第五个在
全国叫响的农作物品种。

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刁现民曾说，“华北地区一直是中国谷
子育种的领头地区，历史上有突破性的

“豫谷一号”选育在该地区，近15年来得
到公认的“豫谷18”也培育在该地区，其
籽粒产量达到每公顷5398.65公斤，表
现为中矮秆、单穗量和穗粒量高。”

喜看谷穗千重浪，安阳市农科院
将继续团结和带领广大科研工作者扎
根农业，潜心科研，引领全省乃至全国
谷子育种水平实现新跨越，为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和现代农业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喜看谷穗千重浪
——来自安阳市农业科学院谷子科研成果的报告

□王铮 梁展 摄影报道

5月 27日，在新兖铁路长垣车站，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公司郑州工务机械段的工作人员，对线路进行保养
施工工作。新兖铁路西起河南新乡，东至山东兖州，与
太焦铁路、兖日铁路相连，是晋煤外运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入夏以来，受连续高温天气影响，居民用电量持续
攀升，为保证电煤运输需要，5月份以来，该段加紧对线
路保养施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线路安全运营。⑨6

▶操作设备
▼线路养护

养护铁路保供电

5月 26日，内黄县第一中学高三
考生进行最后冲刺备战高考。⑨6
刘佳宁 摄

食品

本科提前批
7月8日—9日

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
7月10日—11日

本科一批
7月15日—20日

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
7月20日

本科二批
7月25日—29日

专科提前批
8月2日—4日

高职高专批
8月8日—9日

制图/周鸿斌

各批次录取
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