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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广大高三学生即将参加高考，为了让
考生及家长更好地了解《四川省2017年普通高
校招生实施规定》，避免考生遗漏重要信息。成
都商报记者16日获悉，今年四川高考各批次志
愿填报详细时间和考试时间安排已确定。

同时，提醒考生注意两大问题。试卷类型
方面，2017年四川省高考所有科目均使用全国
卷；志愿方面，专科第一批和专科第二批合并。

此外，在今年高考加分和录取政策上，经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系统认
定获得5A级青年志愿者的考生、退出部队现
役的考生等可被优先录取。

考试时间看好了

2017 年全省高考将于 6 月 7、8 日统一组

织进行，试卷采用全国卷。各科目考试时间
（北京时间）安排：6 月 7 日 9：00-11：30（语
文）；15：00-17：00（数 学）；6 月 8 日 9：
00-11：30（文科综合理科综合）；15：00-17：
00（外语）。

其它考试加试时间，凡拟报考外语高校、
系（科）、专业（含科技外语）的考生，除笔试
外，还须参加外语口试。外语口试成绩满分为
100分。外语口试工作安排在6月9、10日，由
县（市、区）招考办组织进行。

普通高校除招收藏文、彝文一类模式高
考考生之外的藏文、彝文专业，加试藏文、彝
文。时间安排在6月9日9∶00-10∶00。

高考志愿安排在通知考生成绩之后填
报，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
24日17∶00，其余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

月 28 日 12∶00，专科志愿在 7 月 5 日 12∶00 前
完成填报。

对口招生的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志愿均在
6月28日12∶00前完成填报。

两大注意记好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四川省普通高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题中的语文、数学
（文、理）、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英语科，以及
外语科小语种、汉语均使用全国卷。

其次，今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批
次（不含艺术、体育类专业）设置为本科提前
批、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专科提前批、专
科批共5个批次。其中，专科批院校为除专科
提前批以外的所有高职（专科）院校和专业。

这意味着，今年取消了专科第一批和专科第
二批，合并为专科批。

在志愿设置上，本科提前批和专科提
前批分别设置 1 个第一志愿和 2 个平行第
二志愿，本科提前批设置一个预科志愿；本
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对口招生职教师资
班和高职班均设置 6 个平行的第一志愿
（按从前到后的自然顺序为 A、B、C、D、E、
F，以下类推），专科批设置 9 个平行的第一
志愿（按从前到后的自然顺序为 A、B、C、
D、E、F、G、H、I），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
批、专科批均设置 6 个平行的预科志愿；本
科第二批和专科批各设置 3 个平行的藏文
加试、彝文加试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设置
6 个专业志愿和专业调配志愿。

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24日17∶00，其余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28日12∶00

2017年四川高考
各批次志愿填报详细时间公布

刚过去的五一，先是青岛籍女驴友荆茜茜来四川凉山独闯
“洛克线”不幸遇难；随后传出瑞士著名登山家乌里·斯特克在珠
峰山腰坠落身亡……密集的事故将“山难”再度拉入人们视线。

日前，中国登山协会发布了《2016年中国大陆登山户外运
动事故报告》（以下简称《报告》）。5月16日，成都商报记者独家
获取了由四川省登山协会上报中国登山协会的11起事故案例。

成都商报记者梳理发现，这11起事故中大多发生在甘孜
州和阿坝州多山峰地区，活动项目以徒步穿越和高山探险为
主。而这些事故中，傍晚的事故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时间段；登
山者下降时的事故率高于上升和其他阶段。

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报告》
称，2016 年登山户外运动高速发展
的同时，登山户外运动事故也在频
频发生。2016 全年共发生 311 起登
山户外运动事故，受伤事故114起，
受伤人数146人，死亡事故54起，死
亡人数64人。由四川省登山协会上
报中国登山协会的2016年四川境内
事故案例共有11起，这11起事故共
致8死3伤。

1、几乎所有事故都犯这四个错
中国登山协会、四川登山协会

帮助成都商报记者梳理发现，这11
起事故中基本上都发生在甘孜州和
阿坝州多山峰地区，死伤者均为
24-47岁的男子，活动项目以徒步穿
越和登山为主。

11起事故中，10起事故为个人
行为、AA制、网络招募等无责任主体
的活动；9起事故涉及登山或徒步穿
越；8起事故与悬崖和陡坡有关；在5
起登山或高山探险事故中，4起事故
是发生在下撤过程中，致4死1伤。

纵观这11起事故，原因基本上
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多重原因下导
致事故的发生。虽然天气因素对事故
的发生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准备不
充分、错误估计自身实际水平、违规
进入未开放区域和迷路被困这“四个
特征”几乎涵盖所有的事故。

2、登山和徒步穿越最易出事
成都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 11

起事故中，有9起的活动项目为登山
或徒步穿越，8起事故与悬崖和陡坡
有关，中国登山协会也表示，登山和
徒步穿越是易出事的户外运动项
目，陡坡和悬崖是事故主要发生地。

2016年12月14日凌晨，简阳人
李某未办理任何入沟手续，独自步行
进入四姑娘山长坪沟景区后失联，20
日下午1点20分左右，搜救队在寨子

坪附近发现已经遇难的李某。
四川省登协分析认为，李某遇

难原因在于：单人贸然进入未探索
未开放地区，在错误的季节选择了
错误的路线，事发后没有同伴给予
有效的求救和救援，导致直接坠亡
或者摔伤后得不到救援，因低温和
伤病导致死亡。

3、夏天秋天事故比例高
成都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2016

年四川登山户外运动事故中，7月有
两起，8月有两起，9月有1起，10月有
两起，在共计11起事故中，夏、秋季共
有7起。四川登山协会分析，户外运动
多集中在夏季或秋高气爽的秋季，尤
其是10月又有黄金周假期。

来自北京的驴友张某违规从黄
龙景区翻山前往九寨沟景区，在连
续行走6天后到达九寨景区长海。面
对陡峭的悬崖和冰冷的湖水，该男
子束手无策，只好报警求助，这例事
故就发生在秋天。

4、下山时的事故率高于上山阶段
成都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5起

登山或高山探险事故中，4起事故发
生在下撤过程中，仅有1起为“坠亡
或者摔伤后得不到救援，因低温和
伤病导致死亡。”

比如，2016年7月29日，四姑娘
山三峰发生了一起登山滑坠事故。
来自德阳的方某在日隆镇自行联系
到一名当地向导（无带队登山资质）
攀登四姑娘山三峰，在登顶后下撤
途中发生了滑坠。24岁的方某遇难，
向导受伤。

四川省登山协会认为，事故原
因是个人对能力评估和准备不足，
错误估计自己的实际能力，登顶后
由于极度的体能透支，天气恶劣，造
成自己精神恍惚，高山反应，站起时
产生头晕目眩，直接跌落……

因准备不充分而出现事故，这不仅
在2016年四川的登山户外运动事故中
频频出现，在全国的登山户外运动事故
也不少。

登山户外运动前应如何准备？四川
省登山协会高山探险部部长、四川省山
地救援总队总教练高伟认为，登山户外
运动参与者出发前一定要对即将前往
的地方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必须掌
握当地的地形、近段时间的天气变化等
自然情况，这是对可能遇到的危险情况
做一个预估。

1、领队是标配，不要高估自己
高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户外运

动前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任何一个
细节都是不容忽略的。在基本装备和
专业知识、技能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有经验的领队和后援力量也不可少。

“领队带领前方正规地进行户外活动
时，后方应有援救队员做好后备，发生
危险状况之后，能在最短的时间做出
正确的选择。”

高伟称，在户外运动中，高估自身
能力是很危险的事情，不但常常发生在

“菜鸟”身上，就连一些接受过专业系统
训练的参与者也时有发生。

2、不登“野山”，迷路记住“STOP原则”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根据《四川

省登山管理办法》，攀登海拔3500米以
上公布山峰，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许可
条件、组成登山团队，并于登山活动实
施前10个工作日向山峰所在地市（州）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如果迷路了怎么办？中国登山协会
方面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牢记国内外通
用的“STOP 原则”，即 stay、think、ob-
serve、plan 的首字母，意思分别是待在
原地、思考、观察、计划。首先待在原地，
禁止随意走动；其次要保持冷静，尤其
带队人员要时刻保持冷静和清醒，及时
安抚大家，准确做出判断；第三，观察周
围地形地貌，寻找可以走出去的办法；
第四，综合分析现状，制定切实有效的
计划，最后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实施。

3、登高望远心情愉悦，切忌此时大意
为何在下撤时事故多发，中国登山

协会向成都商报记者解释，根据实际案
例来看，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原
因：登高望远后心情愉悦、回家心切，容
易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下午天气变化
多端，易刮风下雨，造成摔伤、被困、失
温等事故；参与者欠缺对体力分配法则
的了解和运用，返程时体力易透支，导
致无法返回。

中国登山协会建议，登山户外具有
高风险性，切忌盲目出行，出行前一定
了解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行前计
划、掌握户外基础知识，这也是安全出
行的前提，如果遇到危险要保持冷静，
避免心态失衡。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四川境内11起事故8死1伤
死亡人数占全国8分之一

盲目自信+心存侥幸
将误卿卿性命

31 家社区医院与
华西医院明日签约
“家庭医生团队”评选同时启动

拥有自己的私人医生、身体不舒
服能及时咨询、医护人员上门诊断治
疗，遇到疑难杂症帮忙联系转诊……
为了向成都居民推荐更优质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成都市卫计委联合成都
商报四川名医，发起“健康基石·成都
优秀‘家庭医生团队’评选暨全城签约
启动仪式”大型公益活动。明天10点，
3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在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举办的启动仪式上齐聚一
堂，届时除了将有丰富的福利礼品送
给现场咨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市民
外，更有机会赢取有价值 300 元的免
费体检服务包。

据了解，3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
与华西医院签约，组成“华西社区联盟”。
华西医院专家不仅会参加远程会诊，还
会每天预留1000个专家号给签约社区
医院需要转诊的病人。此外，华西专家还
会定期到各社区医院坐诊，直接和社区
居民面对面，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
地看上病。同时，为了响应“健康中国”战
略的号召，市卫计委联合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在全城发起“健康基石·成都优秀

‘家庭医生团队’评选暨全城签约启动仪
式”大型公益活动，在全市数百支家庭医
生团队中，寻找综合实力最强、服务水平
最高的团队，向市民推荐。
活动时间：2017年5月18日 9：30~11：30
活动地点：华西医院门诊大楼外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详情请扫
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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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李开红

专家指点B

125盆花无人值守售卖
两天卖完 没丢一盆

两天时间里，在无人值守的情况
下，大学生杨丰瑞成功卖出了125盆花。

毕业季的闲置物品，沉重难搬走，
大学生杨丰瑞为自己的100多盆盆栽
想到了个好“出路”：何不在大家上课
吃饭的必经之道摆个摊，“看客”看上
喜欢的就按照花盆上的标价扫码支
付，自己则可以趁机去上课自习。

卖花的结果让杨丰瑞很满意：125
盆花全部卖光，一盆都没被偷拿。

“微信支付，观价扫码，如有疑问，
详情咨询qq……”在四川长江职业学
院中心花园，学生们上课吃饭的必经
之路上，这处摆放着 100 余盆花花草
草的摊位十分显眼。

这些盆栽的主人杨丰瑞即将毕
业，为了处理多年来收集买下的花儿，
他想出了这么一招。入学以来，杨丰瑞
收集了大大小小 400 余盆花草。临近
毕业，这些花花草草搬运不便，只能处
理掉。他的盆栽标价方式很“任性”，4
月开的花他标价 4 元，新鲜的秧苗带
盆只售1元。

在选择“无人值守”卖花模式之前，
杨丰瑞也对结果进行了一个预估。“这些
花标价都不贵，我想的是，肯定会有人拿
了花给我转账的，但也会有人拿起就走，
不转账的，毕竟没有人在那里嘛。”

5月3日，杨丰瑞将125盆盆栽搬
到了中心花园内，在旁边贴上了交易
二维码，方便买花人通过二维码转账，

“无人值守”卖花开始。
让杨丰瑞感到惊讶的是，这 125

盆花不仅在两天内全部卖光，而且所
有买花的人都给他转了账，125盆花，
没有一盆被偷拿。

昨日下午，他翻看着微信和支付
宝钱包记录，4.5 元、6 元、7 元、12 元
……5月3日和5月4日两天，不断有

“卖花款”进账。他仔细核算了一下，总
共 125 盆花的款项，两天时间内共收
获 149 元花钱，前后并没有发现一盆
花被偷拿。4日傍晚，他顺利解决了毕
业处理闲置物品这一大难题，乐呵呵
地来到中心花园收了摊。

在所有扫码买花的“客户”中，隔
壁班的辅导员辜微是一大主顾，她不
仅仅在线下买花扫码，还在线上如贴
吧、微信上买过杨丰瑞的盆栽。师生俩
已是熟识，和往常一样，辜老师也扫描
了放在一边的付款二维码，支付了对
应的金额再拿走盆栽。

在同学们看来，扫码拿花是天经地
义的事情，“那里人来人往的，随便拿走
多不好看，当然主要看诚信。”也有学生
认为，“质量很好，养得好看，买得划算”。

在校几年，杨丰瑞前前后后收集
购置了大大小小近 400 盆植物，约半
数的盆栽都送给了同学和老师，“还送
给学校的阿姨了，大家都说我是好人，
只是好人一直还没有女朋友……”毕
业之际，他开着玩笑，尽管有些惆怅。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中国登山协会发布《2016年中国大陆登山户外运动事故报告》
去年发生在四川境内的11起“山难”告诉你——

四大错误阻断回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