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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吃面包的猫 ：不
知从何时开始， 南阳街头
陆陆续续出现了月季的身
影， 最开始是在文化路的
绿化带中，枝叶高大繁茂，
花朵比起家养的要大上许
多，颜色也是异常丰富，淡
黄、大红、粉红、紫红等等，
争奇斗艳， 给南阳街头平
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前
几日， 走高速经独山站回
南阳， 看到路边那么多颜
色鲜艳的花朵， 旅途的劳
累一扫而光。 看到那些跳
动的颜色就知道自己已经
回到了家。

张凯：最近几天，饭后
散步时，发现除了随处可见
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宣传
标语和宣传海报外，在街边
还看到了新的“景致”，一辆

辆蓝白相间的电动车，了解
之后才知道我们南阳也有
自己的共享单车了。世界月
季洲际大会的脚步越来越
近了， 咱城市也越来越靓
丽， 设施也越来越完善，这
些蓝白色的小电车在城市
中格外亮眼， 到时来自各
地的宾朋可以骑着这些小
电车在咱南阳走走看看，
领略我们城市的魅力，也
可以在白河岸边骑行，感
受南阳四月的春风。

网友随心：以前，经常
会拍照发朋友圈炫耀我大
南阳的美丽市容， 后来才
知道月季已经被定为南阳
市花， 而南阳也渐渐有了
月季之城的美名。 今年的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是月
季爱好者交流的平台，是

宣传南阳城市形象的良好
媒介，希望能借着这次月
季大会的东风，让南阳的
月季走出中原 ， 走出国
门。 到时候我会十分骄傲
地向外地朋友介绍，欢迎
来月季之城———南阳，赏
花观光。

（金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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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吧》本期话题———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与南阳

月季故里 香飘五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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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体育省统考成绩公布

两种方法可查询
本报讯（记者 王勇）日前，河南省 2019 年

普通高招体育（含对口、专升本）专业术科成
绩公布， 考生可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
或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

具体查询方法为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
室网站（www.heao.gov.cn），数据中心—普通
高招·研究生—艺术体育统考成绩查询中查
询成绩， 或登录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 (www.
heao.com.cn)，“成绩查询”进入“普通高招”
中的“艺术体育统考成绩查询”，输入考生信
息即可查询。 ⑤2

本报讯（记者 王勇）今年，有 21 所港澳高校在我省招生，其中，香港高校 15 所，澳门高校 6 所。 港澳高校招生
分单独招生、统一招生两种形式，有意报考的学子可以关注。

龙达云街征集吉祥物

最高奖励 10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日前，“龙达论道，

决战云街” 龙达云街吉祥物征集活动发布会
在该项目营销中心举办， 来自南阳文化艺术
界和设计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 50 余
人参与了活动。

龙达地产相关负责人说， 城市的发展离
不开人才的支撑， 文化创意能够提升视觉的
辨识， 文化的记忆， 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灵
魂。 为鼓励文化创意事业的发展，龙达云街为
广大创意人提供机会，一展才华。

本次征集活动设入围奖 10 位， 每位
奖励 5000 元，最终采用吉祥物，设计者奖
励 10 万元现金。 本次征集活动投稿信箱
为 564189252@qq . com，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投稿。 ⑤2

15 所香港高校采取两种形式招生
在我省招生的香港高

校共 15 所， 其中香港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
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
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
港公开大学、 香港演艺学
院、香港树仁大学、珠海学
院、香港恒生大学、东华学
院、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

院 13 所高校单独招生，香
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
学统一招生。

13 所单独招生的香
港高校招生计划不分到
省， 考生报名和咨询事宜
由招生学校负责。 报考这
些学校，考生须参加高考，
并按照香港高校要求报

名、 参加学校单独组织的
笔试、面试，由学校根据考
生高考成绩和本校对考生
的单考成绩录取新生，7
月 7 日前结束录取工作。
特别提醒考生， 若被上述
高校录取并经本人确认就
读， 就不再参加内地高校
远程网上统一录取， 省招

办不再向其他高校投放已
被录取的考生档案。

2 所统一招生的香港
高校按照内地普通高校统
一招生形式招生，即由省招
办统一公布招生计划、统一
安排考生填报志愿、统一实
行远程网上录取。这 2所高
校参加提前批次录取。

公 告
万政大帝苑东区 1、2、8、9、10# 楼购房户：
万政大帝苑东区 1、2、8、9、10# 楼早已封顶，部分购房者经多次催告，仍拒不依照协议交款，导致

项目停工，损害了大多数购房者的利益。 鉴于此，特公告如下：
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应足额交纳协议约定的房款，所有未足额交纳房款的，逾期将

按照协议约定，视为您自动退房，我公司将另行出售该物业，并退回您已交房款，由此引发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您自行承担。

咨询电话：0377-63316888 0377-63585999
河南省万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5 日

21 所港澳高校今年在我省招生
分统招、单招两种招考模式

6 所澳门高校采取单独招生模式
在我省招生的澳门

高校有澳门大学、 澳门
科技大学、 澳门理工学
院、旅游学院、澳门镜湖
护理学院、 澳门城市大
学，均采取单独招生。

这 6 所高校招生计

划不分到省， 考生报名
和咨询事宜由招生高校
负责。 参加高考的考生
可报考澳门高校， 有意
者可于 6 月 1 日 至 30
日，登录澳门高校网站，
按 要 求 直 接 向 学 校 报

名 ，高校会依据考生高
考 成 绩 和 本 校 相 关 要
求录取新生。 各校具体
招生情况可登录澳门高
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
查询。

港澳高校艺术类专

业招生除了须执行上述
政策， 还要执行河南普
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招生
实施办法。 若想了解港澳
高校相关情况， 可登录教
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⑤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