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国际黄金价格连续走高，
一度涨至每盎司1442.9美元，创出
六年来的新高点。郑州各大黄金饰
品店的黄金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千
足金价格到了每克400元以上，正式
跨入“4”时代。记者了解到，2013年
的那轮黄金熊市中，奋勇抄底的“中
国大妈”，终于迎来了解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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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生
第一次志愿填报截至今日18时

考生签字确认过志愿 录取时不得放弃

考季指南考季指南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河南高招第一
次网上填报志愿将于6月28日18时截止，
省招生办提醒考生，不要在最后关头“扎堆
儿”填报或修改志愿。另外，志愿经考生签
字确认后，录取时不得放弃。录取后未入学
实际就读的考生，如明年报名参加高考，我
省将限制其填报志愿的学校数量。

据了解，每年都有不少考生担心自己
考虑得不周全，在填报志愿时犹豫不决，
有一些考生会拖到临近截止时间才开始

填报或者修改，这样很容易造成网络因访
问量增大而不畅或网速缓慢，从而影响填
报，万一遇上意外停电等因素，更是得不
偿失。因此，省招生办提醒考生，务必及
早填报并保存志愿。按照政策，考生可在
规定的截止日期前进行不超过两次的修
改，以网上最后一次保存的志愿为准，填
报时间截止后将无法更改。

根据安排，网上填报志愿完成后，县
（市、区）招生办将依据考生网上保存的志

愿信息，打印出志愿表，由考生本人在规
定时间内签字确认，并存入考生档案。志
愿经考生签字确认后，录取时不得擅自放
弃。本次志愿填报书面确认时间为 6月
30日~7月 2日（本批次对口招生、专升本
不签）。在提前批次报考军队院校和中国
消防救援学院的考生，须在6月 28日之前
完成政审，报考公安院校、司法院校的考
生，须在6月 29日 18：00前完成政审。

考生需要注意，填报志愿是与高校的

约定，我省规定，对于在普通高校招生录
取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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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生履行
志愿约定情况将如实记入其个人电子档
案，在普通高招录取中向高校提供，高校
可以作为对考生品德衡量的依据。

我省今年培训350 名
职业教育“一体化”教师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为全面提高我省技工院校专业课教师的

专业理论和技能水平，即日起，我省启动 2019年职业教育“一体
化”教师培养培训工作的报名工作。

此次培训培养对象为全省技工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教
师。培养培训工作由各省级职业教育“一体化”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承担，采取“学校+企业”，或“学校+企业+行业”的模式，理论学
习和技能培训相结合。培养培训内容包含职业教育基本理论课
程和专业技能课程，专业涉及中西餐烹饪、数控加工技术、机电一
体化等7个专业共350个名额。

培训时间：2019年 7月至 10月。培养培训总时间不少于 45
天，其中，理论教学不少于15天，实践教学不少于30天，合计课时
不低于360学时。考虑各院校教学工作需要，2019年培养培训工
作采取分批、分段的方式弹性实施。各基地对参训教师的学习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凡取得合格以上成绩的学员，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批准备案后，颁发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统一印
制的结业证书。取得结业证书的参训教师，在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
聘、职业教育教学专家评审和各级学术技术带头人、教学名师、骨干
教师评选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取得结业证书并同时具有符合
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的参训教师，可直接认定为“一体化”“双师型”教师。

省人社厅要求，参加培训的学员应严格遵守培训班有关规
定。学员须按照培训基地规定时间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应事
先向培训基地说明理由，并由所在工作单位出具书面证明，延期
报到时间不得超过 3天。延期报到超过 3天或无故逾期未报到
者，取消培训资格，并由培训基地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通
报。对受到通报批评的学员，将取消其两年内参加任何省级、国
家级相关培训的资格。

外来务工及下岗职工
子女暑期可来学书法

本报讯(记者 成燕）如何进一步丰富外来务工子女的文化生
活，为广大农民工及下岗职工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记者昨日从
郑州文化馆了解到，该馆将于7月上旬开办2019年郑州市外来务
工及下岗职工子女暑期少儿书法班。即日起至 7月 1日，符合条
件的孩子可以报名。

据了解，担任此次教学的是郑州文化馆专职书法教师高学
军。高学军是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郑州市老干部大学特聘书
法老师。他师从著名书法家张海、云平，受2017、2018、2019三届
澳洲华人恭拜轩辕黄帝大典之邀书写拜祖文书法长卷。少儿书
法培训班的学习内容是欧阳询楷书《九成宫醴泉铭》基本技法。
本次培训免费提供笔墨纸砚以及字帖等学习用品，培训结束还将
进行小型学习成果展示。

即日起，该馆面向社会招收 7~15岁学生，名额 30名，即日起
至 7月 1日报满为止。上课时间：7月 4日—7月 25日（每周四上
午 9:00—11:00）。上课地点为郑州文化馆二楼书画展厅。可拨
打 67883610 、18538058622报名。报名邮箱为 478367943@qq.
com。

本报讯 (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尧立文/图) 昨日上午，由郑州市劳
动竞赛委员会主办的郑州市总工
会庆“七一”沙画艺术展暨郑州市
第十六届职工技术运动会沙画技
能竞赛在郑州市职工之家举行。

遵义会议会址、中共七大会
址、雷锋肖像……一缕细沙，铺、
清、划、扬、捏、勾，随着参赛选手
手指的快速移动，一张张紧扣活
动主题“共和国历程”、惟妙惟肖的
图片出现在了沙画台上(如图）。

活动中，郑州市总工会联合
郑州市工艺美术学会，邀请国内
著名固彩沙画师指导，采用固体
沙画形式，以写实的手法、独特的
视角，用彩色沙绘制了30幅精美
固体沙画艺术作品，作品展示了
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
展稳定的繁荣局面。来自全市各
行各业的 30位职工代表现场进
行了沙画技能竞赛。

据了解，为提高全市职工队
伍的整体素质，更好地推动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郑州市总工会
已连续 16年成功举办全市职工
技术运动会，一大批技术状元、技
术能手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相继涌现。尤其是近年以来，为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现郑
州高质量发展，通过全市职工技
能竞赛和技术比武活动，培养和
发现了一大批有名声、有名气、能
担当、有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营
造出了浓厚的干事创业、敬业奉
献的劳动热情和精神风貌。

交警曝光第四批终生
禁驾、严重违法驾驶员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为警示教育广大交通参与者进一步提高

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
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安全行车、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安全、畅通、和谐
的道路交通环境，昨日，郑州交警对第四批依法吊销驾驶证并处以

“终生禁驾”的部分驾驶员和严重违法驾驶人员进行曝光。
据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终生禁驾人员

信息已经被录入公安系统交通管理大数据平台，这些人员无法持
身份证报考驾照考试，如果名单中人员驾驶机动车辆，则要按照
无证驾驶进行处罚。郑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要摒弃酒
后驾驶行为；行驶中若发生交通事故，要第一时间救助伤员、保护
现场，肇事逃逸将会面临更严重的惩罚。

终生禁驾典型案例：2018年 8月 9日 21时 30分许，翟世龙驾
驶牌号为豫 AFA861的小型轿车沿 235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巩
义市鑫阳贸易公司门口处时，与步行的郭某某相撞，致车辆损坏，
郭某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翟世龙驾车逃逸。2018年 12月 20
日，巩义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翟世龙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019年 4月 23日巩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警察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
第二款之规定，对翟世龙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
生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给予翟世龙吊销驾驶证，且终
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国际金价创六年新高
6月 25日，行情数据显示，国际黄金价

格上涨 1.01%，金价跃升至 6 年来最高水
平。业内专家认为，金价本次的大幅上涨
主要因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美联储
对于降息的松口，意味着全球央行开始处
在降息的通道中，结束了之前央行的两极
分化促使的美元持续的高企，美元指数开
始大幅走软；其次，除了全球贸易，地缘政
治风险等促使全球避险因素走高。

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国际市场纽约黄
金价格的走势。2008年，受美元对其他主
要货币再创新低因素的影响，纽约黄金和
原油期货价格联袂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黄
金期货历史性突破每盎司 1000 美元大
关。2011年 8月，国际黄金价格曾经创下
每盎司 1923.2 美元的历史高点，险些冲过
2000美元大关。2012年，黄金价格高位盘
整。2013 年，对于黄金投资者来说，是噩
梦般的一年，金价彻底步入熊市。这一年，
黄金价格大跌 28%，从年初的 1700 美元/
盎司，跌至年末的 1200 美元/盎司。正是
这一年的夏秋季节，国际金价暴跌引发中

国购金狂潮。“中国大妈”疯狂抢金一战成
名。2015 年，国际金价最低下跌到 1045
美元/盎司，险些跌破 1000 美元大关。此
后这几年，金价逐步回升，特别是今年 6
月，呈现加速上涨态势，一举创出了近六年
来的新高点1442.9美元/盎司。

千足金价格升至“4”时代
目前，郑州市面上的千足金价格如何

呢？6 月 27 日，记者走访了老庙、六福珠
宝、老凤祥等多家金饰商店，发现郑州黄金
市场上的金饰价格已经升至“4”时代，甚至
近 3天时间，每克千足金的终端销售价格
上涨了20多元，并且还处在上升态势。

“如果现在买，是每克 406元，如果现
在不买，明天的价格还会有所上涨。”在中原
万达老庙珠宝柜台前，一名导购员正在向新
人推荐千足金首饰。据她介绍，现在的黄金
价格是“半天一个样儿”，“上午和下午的价
格都不同，甚至每克会上涨 10元左右。”上
述导购员表示，最近 3天内，黄金价格差不
多上涨了 20多元。随后，记者又询问了老
凤祥、六福珠宝等黄金店铺，发现千足金的
价格基本上都处在每克 400元以上。“今天
只能报今天的价格，明天的价格如何得看明

天的黄金行情，这一波涨价来得比较急，涨
幅也很大。”老凤祥珠宝的导购员陈女士说，
由于夏季是黄金销售饰品的淡季，金饰销售
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记者从金鑫珠宝了解到，6月 27日的
千足金挂牌价为每克 393元，前几天最高
达到 403元。工艺费从每克 16元至 30多
元不等。

事实上，就郑州市近十年的黄金市场
而言，2011年千足金价格曾达到每克 460
元以上。然而，2013 年底，千足金价格一
路下跌，有的品牌甚至打出“二蛋价”的牌
子，千足金售价低至每克249元。

“中国大妈”抄底六年终解套
2013年 4月，国际金价暴跌，我国多个

城市黄金卖场纷纷下调黄金售价，消费者
购买非常踊跃，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甚至
出现了抢购潮，中国大妈疯狂抢金一战成
名。据中国黄金协会数据统计，2013年 4
月的这波黄金扫货潮，促使中国二季度黄
金消费达到了 385.82吨，上半年消费同比
增长了86.5%。

就郑州市场而言，当年 4月中旬，千足
金价格为每克 368元左右，一些黄金饰品

店的金条销售量，一周就达到了平时一个
月的销售量，黄金首饰卖得也很火。

然而，市场是无情的，金价并非“中国大

妈”所能扛起的。随着国际金价向 1000美

元靠拢，郑州市场的千足金价格在此后两年

里，一度掉到每克 250元左右。也就是说，

“郑州大妈”买首饰一克曾深套100多元。

今天看来，2013年4月那一轮黄金抢购

潮中，“郑州大妈”在每克 370 元左右抢购

的千足金已经解套。不过，如果算上金饰

的加工费以及变现的手续费，再加上 6年

来通货膨胀，大妈们抄底黄金只能说喜忧

参半。据业内人士介绍，今年 6月黄金的

销售额大约提升10%左右。金价还有上涨

趋势，但不会出现 2013年的“抢购”风潮。

华泰证券宏观研究分析师李超近日表示，

美联储在 7月议息大概率提出提前结束缩

表计划。而在政治压力和金融市场风险的

双重施压下，最早美联储降息也可能在 7

月。坚定看好黄金的中长期配置价值，未来

7~10年，是一个黄金走牛的过程。

从普通投资者角度，可以通过多种方

式分享黄金价格上涨的机会：一是购买实

物黄金；二是购买纸黄金；三是购买黄金主
题基金和黄金ETF等；四是购买黄金股。

郑州千足金升至“4”时代
“中国大妈”抄底六年迎来解套时刻

本报记者 徐刚领 赵柳影

记者 6月 27日从二七区疾控部门获悉，
近期该区采购的一批九价宫颈癌疫苗已到货，
数量为 2800支。据了解，这批九价疫苗在郑
州地区共供应了12397支，预计7月上旬可覆
盖全区接种门诊。

九价疫苗较充足即日可接种
“这批九价苗到货了 2800 支，应该能缓

解一段时间了。”6月 26日下午，二七区疾控
中心规划免疫科科长王衡告诉记者，为了缓
解疫苗紧缺，该区积极协调厂家，近期采购到
大量宫颈癌疫苗。除了紧缺的九价疫苗，四
价和二价疫苗也有大量配送到货。当天下
午，该区各个接种门诊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
前往区疾控领取疫苗。

“已经领到疫苗的门诊当日起即可安排
接种，预计到下周一全区各个接种门诊基本
上都能保证疫苗接种的需要了。”王衡说，目
前九价、四价疫苗较为充足，九价疫苗将首要
满足接种第2针和第3针的需要，还有部分余
量可供市民接种第1针。

同时，王衡特别提醒，因为接种门诊每天
上午有大量的幼儿疫苗接种工作，市民尽量选
择下午去接种宫颈癌疫苗。

九价疫苗7月上旬可覆盖全郑州
去年 10 月份，二七区接种门诊曾创下

600 支九价疫苗 16 个小时“被抢一空”的记
录，九价疫苗在郑州的紧俏情况可见一斑。
这次大批量采购疫苗的落地，不仅缓解了二
七区的供应紧张的局面，也使郑州其他区县
的紧缺情况得以缓和。据了解，管城区、郑东
新区疾控部门近期也采购到 1000余支九价
疫苗。

疫苗供应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给
郑州地区共配送了 12397 支九价疫苗，现在
疫苗正在陆续派送中，预计到 7月上旬，可覆
盖全郑州各地区接种门诊。“四价疫苗更多，
仅二七区就供应了 5000 支，郑东新区也有
3000 多支。”工作人员称，之前因为供应紧
张，全郑州每个月仅能配送 2000支左右的九

价疫苗。这次大批量配送后，基本能缓解一个月的需求量。

专家建议：越早接种疫苗预防效果越好
有数据显示，70%的宫颈癌是由 HPV-16和 HPV-18这

两种病毒引起的。目前，二价、四价、九价HPV疫苗都可以有
效预防这两种病毒引发的感染。

其中，二价 HPV疫苗适用于 9至 45岁年龄段的女性；四
价HPV疫苗增加了对HPV-6和HPV-11引起的尖锐湿疣等
疾病的预防，适用于 20至 45岁年龄段的女性;九价宫颈癌疫
苗，在四价疫苗的基础上又增加 HPV-31、HPV-33、HPV-
45、HPV-52和HPV-58五种，可预防 90%的宫颈癌，适用于
16至 26周岁之间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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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创蓝皮书（2019）在郑发布

郑洛新居全省城市
创 新 能 力 前 三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省社科院获悉，6月 26日
在郑举行的双创助推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上，正式发布《河南
双创蓝皮书（2019）》。蓝皮书披露，郑州、洛阳和新乡作为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覆盖的三个城市，位居全省城市创新能力
前三。

河南双创蓝皮书于 2017年首次出版，集中展现了河南创新
创业的进展、成就、态势并提出思考和建议。《河南双创蓝皮书
（2019）》是继 2017年以来的第三部，由黄河科技学院、河南省高
校智库联盟、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组织创研，河南省社科
院、河南省委党校、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州师范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撰写。蓝皮书内容以打造
河南双创升级版为主题，包括创新创业环境升级篇、创新创业发
展动力升级篇、创新带动就业能力升级篇等，内容丰富，论述翔
实，是了解河南双创情况特别是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有益读本。
2019蓝皮书课题组在原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鉴了国内外对
于城市创新能力的相关要求，构建了包含 5个一级指标、36个二
级指标的河南省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5个一级指标包
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从总分
排名来看，郑州、洛阳和新乡居河南省城市创新能力前三。排在
第4至第6位的依次是许昌市、焦作市、南阳市。

发布会上，来自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委党校、中原工学院、
黄河科技学院商学院、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水
平的路径与对策、工业互联网驱动河南制造业“双创”升级等主
题，各抒高见，共谋双创助推河南高质量发展良策。

职工沙画比赛 描绘祖国风采

我省表彰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和先进个人
本报讯（记者李娜）6月27日，记

者从省政府获悉，近日，河南省人民
政府通报表扬了80家河南省农民工
返乡创业工作先进单位、100名先进
个人、100名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号
召各地、各部门要以受表扬的单位和
个人为榜样，开拓进取、勇于创新。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决策部
署，积极完善政策，主动优化环境，
吸引了一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对促进农民增收、改变农村面
貌、助力脱贫攻坚、发展县域经济、

推动乡村振兴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鼓励先进，省政府决定对新密市人
民政府等 80个“河南省农民工返乡
创业工作先进单位”、牛立勇等 100
名“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先进
个人”、王帅等100名“河南省农民工
返乡创业之星”予以通报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