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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学新生开始报到
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公布男女新生比例
昨天，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大学新生开始报到，北京晨报记者在现场发现，与往年不同的是，
两所大学开始对外公布男女生比例。 北京林业大学昨天给记者的数据明确提及了男女生的比例。

北京大学 340 名“00 后” 新生报到

“我是理科生，但我文科好。”
来自北京八中北京理科状元李宇
轩被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今年新设
的图灵班录取，他自信地评价自
己，喜欢文学和美术，素描已经到
七级了。

昨天，北京大学新生正式
报到，2017年北京大学（校本
部）共录取内地本科新生 2819
人，港澳台学生 71人，来自 39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320名。此外，联合培养“双学

籍”飞行学员 17人（空军 15人
+海军 2人）。其中，迎来了
340名“00后”新生。最小的两
位 2003年出生的北京新生蔡
家骥和伊儒乐刚满 14周岁，
他们都来自北京八中，均入读

北大元培学院。据了解，北京大
学本部录取的新生中，男生
1702人，女生 1134人，男女
比例 6比 4。北大招办有关负
责人说，北大男女生比例差距
一直不是太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领 3000 元礼包

昨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年本科新生开始报到，今
年录取的新生 2117人。家庭经
济困难的新生在该校“绿色通
道”一站式办理贷款入学手续，

还可以现场拿到 3000元的爱
心大礼包和勤工俭学岗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男女生
比一直是广大考生津津乐道的
话题，招办公布男女生的比例

为 3比 7。男生比例最高的是
信息学院，比例为 41.5%；其次
是统计学院，比例为 40.9%。女
生比例最高的是国际学院，比例
为 82%；其次是英语学院，比例

80.7%。“其数量多、质量高的女
生群体一直是吸引广大男生报
考的重要原因，但事实证明 3比
7的男女比和脱单的关系并不
大。”招办的公众号这么解释。

训主要内容包括学校的相关管
理规定、保研政策、专业选修、
如何选课、学籍管理等，新生与
新生有心理接近性，让新生告
诉新生，实现让新生自主管理。
北京林业大学男女生比例
近年一直处于 3比 7之间，林

大昨天公布的数据表明 ，今年
录取的 3393名新生中，男生为
1142，女生为 2251，女生比例
66.34%。对于学校女生比例高
的现象，学工部有关负责人分
析，这和近年来高考分数段有
关系。 北京晨报记者 郑超

北京林业大学 首次举办“新生骨干训练营”

北京林业大学 3300多名
新生 9月 8日正式报到，一名
被录取的新生说，从 7月份录
取结束，就进了学校的 QQ群，
互相认识了，并知道自己被分
到了几班，很亲切。
林大学工部部长刘广超告

诉北京晨报记者，与往年不同，
林大今年首次启动“新生骨干
训练营”，实现 115个大一班级
全覆盖。所有被录取的新生通
过新生系统自愿报名，每班一
人，当临时班长。9月 5日开始
对这些骨干新生进行培训，培

全市排查市售大葱质量安全
批发市场大葱“批批检” 未发现问题产地大葱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萍）与
国学大师面对面、在阅读平台阅
读国学经典、在网上参加祭孔活
动……9月 9日至 9月 28日，第
六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
将拉开帷幕。在今年的文化节闭
幕式上，将首次推出网上祭孔活
动，只要关注相关微信公众号或
者官方微博就可以参与。
本届文化节将延续“国学圣
地，德化天下”的主题，通过“国学
展示”、“国学交流”、“国学体验”、
“国学传播”4大板块、16项（22
场）主题活动为大众奉上一场国
学饕餮盛宴。其中，文化节的活动
场地不再局限于孔庙和国子监博
物馆，还包括京津冀非遗展走进
王府井、国学领读日走进北京文
交会等。
本届文化节还将开展“国子
监大讲堂”10周年纪念活动。大
师讲坛将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学名师
大家在国子监彝伦堂设坛授课，
让听众与国学大师面对面，体味
大师的德性操守和智者风采。

市发改委开通
政务微信公众号

山东寿光百只羊喂食
沈阳大葱死亡事件引发社
会关注。 昨天，本市食药监
部门对北京新发地市场销
售的大葱进行了快速监测，
并未发现农药残留超标大
葱（右图）。 现场的食品药品
监管执法人员告诉北京晨
报记者，食药监部门对本市
各大农贸市场进行全面排
查后，未发现来自报道中沈
阳产地的大葱。 目前，北京
已 经 抽 样 42 批 次 大 葱 送
往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做进
一步检查。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

费者查询。“这也是利用社会监
督，强化产地追溯。”交易区管
近日有媒体报道，寿光有
理人员说。
近百只山羊死了，原因是吃了
据现场的食药监执法人
库房里冷冻处理过的大葱葱
员介绍，8月 31日晚舆情监测
叶，经检测，这批大葱葱叶含有
到山东寿光百只羊喂食沈阳
甲拌磷、毒死蜱等农药。此事件
大葱死亡事件后，本市第一时
让 5.2万斤问题大葱曝光到公 本市未发现问题产地大葱 间部署，连夜对新发地、岳各
众视线中。据媒体报道，问题
庄、大洋路等农副产品批发市
大葱来自沈阳市于洪区光辉
记者在大葱交易区看到， 场进行全面排查。经过摸排，
街道办事处解放村一片 200 食药监执法人员也在现场检查 目前在售大葱主要来自山东
亩左右的旱地，大葱已经基 大葱商户的台账记录情况、进 省青岛市平度县、山东省青州
本收完。根据种植户孟某向 货票据、供货商资质、食用农产 市高柳乡、山东省安丘市刘家
山东警方的交代，他承包 200 品产地证明以及质量合格证明 窑镇、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
余 亩 土 地 种 植 大 葱 销 往 外 等材料，现场未发现来自“问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及天津
地，8月初，他向大葱喷洒了 题”产地的大葱。
市宝坻区，未发现报道中来自
甲拌磷农药。
交易区现场记者也看到， 沈阳地区的大葱。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来到新 大葱销售车辆均在明显位置悬
发地市场的快速检测室看到， 挂张贴食用农产品经营信息公 批发市场大葱“批批必检”
检测室内放着三箱大葱，每根 示牌，对货主、联系方式、产品
“现在进入市场的大葱每
葱都贴着标签，都是准备检验 产地等信息进行公示，便于消 批必检。”现场的食药监执法

快检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

国学文化节
9 月 9 日开幕

的样品。工作人员将葱白、葱叶
分别取样检测，这样可以弄清
葱的整体质量，检测一个样品
的时间大概要 40分钟。对市场
上售卖的大葱样品进行检测
后，未发现农药残留超标这一
问题。

人员说，9月 1日，北京集中对
全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市
售大葱进行抽检，共抽取各产
地大葱 42个样品，涉及山东
青岛、天津宝坻、河北唐山、河
北衡水等主要产地，目前，抽
检样品已全部送往市食品安
全监控中心进行检测，正等待
检测结果。
与此同时，北京要求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主办方加强自
检自查，对进场大葱实施“批
批检”，对快检不合格的大葱
禁止入市、暂停销售并及时
通报食药监部门进行复检。
据介绍，9月 1日北京主
要批发市场大葱进场车辆 42
辆，交易量 30万斤，价格相对
平稳，暂未受到问题大葱事件
影响。
北京晨报记者 陈琳 文并摄

公交地铁票价是否调整、疏解整
治之后如何提升、民生改善投资包
是否落地、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何创
新举措……这些命题虽然宏观，
却和民生密切相关。今后，市民可
关注北京市发改委政务微信公众
号“发展北京”来寻找这些答案。
作为展示北京市发展和改革
工作的重要平台，新开通的“发展
北京”政务微信公众号将及时发
布信息、解读重大政策。发布内容
包括公布北京市重大战略、重大
规划、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
发布政策解读、经济形势分析、工
作动态、通知通告、项目审批和价
格监管等信息；回应热点舆情、虚
假或不完整信息。
“发展北京”下设“掌上办
事”、“ 价格服务”、“ 关注我们”
三个栏目。其中，“ 掌上办事”栏
目设有行政许可、政府内部审
批等办事流程指引，便于快捷
获取信息。
■升降旗时间
今日降旗18:43
明日升旗05:45
明日降旗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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