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
道：近日，深圳市盐田区政府和
南方科技大学合作共建的南方
科技大学盐田医院签约揭牌。该
医院将以建立内分泌诊疗中心
为切入点， 力争在 3-5 年内将
医院打造成以代谢病为特色专
科的三级甲等医院。

据介绍，南科大盐田医院挂
牌后， 南科大将纵向整合医疗
资源，借助南科大优势和平台，
完善临床教学体系， 加强国内

外领先的医教医疗学术交流，
在人才、学科、教学、科研、管
理、品牌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
全面提升医院的综合服务能
力。 该医院将成为南科大医学
院重要的医学教学、 科研和技
术实践基地。 而近年来，盐田区
将居民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 经过近三年的努
力，盐田区人民医院“三甲”医
院创建成果丰硕， 获评中国医
院竞争力五星级认证。

共录取本科新生6908人

今年，深圳大学面向全国28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及港澳
台侨招生， 共录取本科新生
6908人，其中，广东省5451人，
省外1103人， 港澳台141人，外
语类保送生、运动训练、高水平
运动队、新疆预科生和内地新疆
班等其他类 213人。 9月 7日，
6908名本科新生分别在粤海、
沧海和丽湖校区报到。 其中，医
学部、材料学院、化学与环境工
程学院、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的
1036名新生在丽湖校区报到，
其他学院的5872名新生在粤海
和沧海校区报到。 值得一提的
是，新学年伊始，深大各校区也
启用了新的名字，粤海、沧海和
丽湖校区分别是原来的后海校
区、后海校区南区和西丽校区。

据悉， 深圳大学 2019 年录
取新生的专业志愿满足率高达
92%以上，近 50%考生被一志愿
专业录取，且生源呈现多元化的
特点：来自全国 1496 所高中；边
远 、 欠发达地区生源占比约
30%；粤港澳大湾区生源占比超
三分之一（含深圳生源 672 人 ）；
深圳市内、广东深圳市外与省外
录取比例为 1：7：2；男女比例约
为 1.2：1；来自 23 个民族，其中
少数民族比例约为 4%。

八成省份生源质量
较往年有提升

随着办学实力和办学声誉
的显著提高，深圳大学受到越来
越多考生的青睐，各省考生报考
持续火热，且高分段考生人数明
显增加。 2019 年录取统计显示，
深圳大学普通类录取分数线平
均超过 54%以上的双一流高校
（不含中外合作及校区独立代码
招生 ）；80%省份生源质量较往
年有提升；广东省本科批分数线

稳居省内高校前 4 位，高分生源
持续增长；广东省提前批，深圳
大学投档分数位居省内高校前
列， 生源质量较去年大幅提升；
广东省地方专项（30590）录取
分数位居省内高校第一；联招录
取分数再创新高，港澳台地区生
源素质再次提升。 此外， 全国
129 名高考成绩优异或高中阶段
在全国中学生 （数学、 物理 、化
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
赛全国决赛中获得三等奖的新
生入选“深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
培优计划”，较预期增加 50%。入
选培优计划的新生将获得相应
的新生奖学金、国际交流资助等
一系列奖励，并将由国内外知名
专家或教授等担任其学业导师。

深圳大学 2019 年还录取了
博士研究生 110 人、 硕士研究
生 2928 人。 硕士新生来自 589
所高校， 其中 30 所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69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176 所博士招生单位、128
所硕士招生单位、183 所普通高
校、3 所境外高校。 硕士研究生
中， 全日制学术学位 1104 人，
全日制专业学位 1324 人， 非全
日制专业学位 500 人； 其中通
过推荐免试录取 537 人。

5929 名新生住进
全新宿舍大楼

记者了解到， 今年有 5929
名新生都住进了全新的宿舍大
楼———荔苑一号宿舍大楼，其中
本科生 4756 人， 研究生 1173
人。该大楼共 1422 个房间，按 5
人间标准，配备 7110 个床位。

宿舍大楼分三座塔楼，其中
A 座由原聚翰斋、朱瑾斋拆建而
成，现沿用“聚翰斋 ”名 ，寓意
“聚集翰林的书斋”。B 座由原紫
薇斋、木棉斋拆建而成，现沿用

“紫薇斋”名。C 座由原红豆斋拆
建而成，沿用原名。 原来，深大
学生宿舍楼名多取自楼宇前栽

种植物， 尽管宿舍拆旧建新，但
名字一脉相承，承载了一代代深
大人最美好的记忆。

学生宿舍配备 0.9×2 米上
床下桌、空调，有独立浴室及卫
生间。在部分宿舍还配备了专供
身高较高的学生使用的长床。宿
舍阳台宽敞明亮，有两人位盥洗
台及拖把池。三座宿舍楼均配备
公用冰箱、洗衣机。 一楼架空层
设有自习室、活动室。 与宿舍楼
一楼平台直接相连的配套食堂，
方便学生就近用餐。宿舍楼负一
层还有配套商铺，未来随着招投
标陆续完成，将形成成熟的商业
生活环境。 此外，红豆斋 2 楼设
有无障碍宿舍，可为有需求的特
殊同学提供便利住宿条件。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
通讯员李世卓、甘丽聪、张雷、
简嘉禹、王晨摄影报道：你好，
新深职人！ 9月8日，深职院大家
庭迎来了8000多名来自祖国各
地的新成员。 今年该校面向全
国15个省 （自治区 ），招生计划
9000人 （不含高职专业学院 ），
实际完成录取 8993人。 其中普
通高考跨省（省外 ）录取794人、
市外省内录取2564人、 深圳市
内录取2636人； 春季分类招生
实际录取2644人 （含依据学考
成绩录取1280人、自主招生录取
295人 、 职高 3+证书录 取 1069
人 ）；另外，三二分段实际录取
187人、五年一贯制转段168人。

生源质量持续提升
今年，学校生源质量继续提

升， 录取分数线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该校在省外招生计划 795
人（含援疆计划 85 人 ），覆盖 14
个省份，招生专业 65 个，实际录
取 794 人。经统计各省招生考试

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11 个省
份录取分均超出本科线，其中广
东（市外 ）、湖南、湖北、四川、江
西、贵州、广西、安徽、黑龙江、河
南、 新疆等 11 个省份投档分排
名为该省同类院校第一。

市外省内批次投档线继续
牢牢占据全省高职院校榜首地
位，创新高。 文、理科投档分数
分别为 491 分和 431 分， 分别
比去年高 3 分和 20 分，超专科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321 分和
271 分，高出本科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 36 分和 41 分。 此外，市
外省内美术类、 音乐类投档分
数在同类院校中同样位居全省
第一。 其中市外美术类专业投
档分数线 478 分， 比去年高 16
分；音乐类专业投档分数线 463
分，与去年持平。

今年的“萌新”都长什么样？
深职院 2019 级新生大数据就
为“萌新”们画了一张素描。

据统计，从年龄上看，在录
取的新生中，00 前占 15% ，00
后占 85%，00 后已成为新生主

体； 年龄最小的为 2005 年，最
大的为 1992 年；出生年份最集
中的是 2001 年， 共有 3713 名
同学；8 月份、10 月份出生的同
学最多，均为 860 人；同一天生
日人数最多的日期是 8 月 18
日有 41 名同学，在校庆日 4 月
28 日过生日的有 26 名同学。

从性别上来看，录取的新生
中约 43%为男生， 约 57%为女
生；西丽湖校区男生多，留仙洞
校区、官龙山校区女生多；男生
比例最高的学院是机电工程学
院， 女生比例最高的是医学技
术与护理学院。 其中，19 汽运 4
班男生比例高达 95%；19 护理
5 班、19 护理 6 班和 19 应用法
语则全部为女生；物流管理 (中
美合作 )、动漫设计、环境工程技
术等专业男女比例最为均衡。

从生源上看， 录取的新生
中， 深圳市内生源来源最多的
前三所中学是深圳市福田区华
强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光明
区高级中学、 深圳市布吉高级
中学； 深圳市外生源来源最多

的中学是普宁市华侨中学，有
101 名同学。

从姓名统计上来看，录取的
新生中有近十分之一的同学姓

“陈”，另外，“黄”、“李”分列二、
三位；叫婷婷的有 23 人，俊杰
22 人、晓婷 20 人、嘉怡 13 人、
嘉慧 12 人，所以认识新同学记
得要记全名哦！

报到现场气氛热烈
当天深职院处处都可见热

情洋溢的笑脸。 早上 6：30 便有
新生赶来报到， 新生们或与可
爱的吉祥物合影， 或在学院打
卡区与家人比心， 或站在学校
的大门前拍照发送朋友圈 ，向
朋友们宣布———深职院， 我来
了！ 在新生报到现场， 气氛
热烈且秩序井然。 各二级学院
按照“一站式”报到的原则，组
织新生有秩序办理各项报到手
续。 迎新工作人员和学生志愿
者热情引导， 耐心解答新生和
家长的问题， 引导新生们按照

流程快速办理。 “其实，对于
学校我并不陌生。 ”从韶关赶来
报到的刘卓凡同学说。 据了解，
早在入学之前， 新生们即可通
过扫描录取通知书文件袋中的
学校官方二维码， 提前了解学
校。 同时，深职院团委、学生处
以及各二级学院均在自己的公
众号上开设迎新专题， 推送了

“给即将到来的你们”“舌尖上
的深职食堂”“不完全保姆级入
学清单 & 小 tips”“新生篇防骗
指南”等一篇篇符合“00 后”阅
读习惯的推文， 让新生未入学
校即可全方位了解迎新接站 、
报到流程、 安全须知、 校园环
境、课程安排等内容，提前 get

“深职那些事”。 此外，为鼓励家
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在进入大学
后更快融入校园、学有所获为校
争光，深职院为通过“绿色通道”
的学生精心准备了专属大礼包，
包括“玩转深职”折叠雨伞、收纳
式创意背包、 绿色通道纪念徽
章、水壶、笔记本等，鼓励新生勿
忘初心，砥砺前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报
道：9 月 9 日， 深圳市检察院发布
消息称，经该院指定，近日，宝安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原
副主任安军（副处级）提起公诉。

2018 年 12 月，安军在被深
圳市光明区监察委员会留置调
查期间，除了查明的受贿人民币
210 万元的犯罪事实，还主动交
代了曾收受陈某 400 万元人民
币的犯罪事实，因行贿人陈某逃
往国外，未能将该部分犯罪事实
查明一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2019 年 4 月 9 日，安军因受
贿人民币 210 万元， 被宝安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判处有
期徒刑 4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 2019 年 7 月， 陈某归
案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起 诉 书 指 控 ：2015 年 至
2017 年期间， 被告人安军利用
担任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
中心枢纽港航部、东部建设部负
责人的职务便利，在招投标等过
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贿赂人民币 400 万元，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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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深圳地铁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

南方科技大学盐田医院签约揭牌

12日、13日地铁运营
时 间 为 6:30-24:00， 个
别线路夜间加开临客

大数据为新生“画像”：同一天生日
人数最多的日期是8月18日，有41人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原副主任安军被提起公诉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起、通
讯员胡泽瑜报道：“未来岳父”亲
自找上门“说亲”？ 近日，家住深
圳市光明的祖先生就遇到了这
样的“好事”，但是当他交完见面
礼和彩礼钱后， 不但没能见上
“未婚妻”一面，“准岳父”也消失
了，微信则被拉黑……

9 月 3 日晚上，光明公安分
局公明派出所接到事主祖先生
报警称，其被诈骗 21100 元。 接
报后，公明所民警立即向事主祖
先生了解事情的经过。 在派出
所，祖先生羞答答地讲述了整个
事情的经过。

今年 8 月底，祖先生在西田
公园散步时，一名陌生中年男子
主动上前搭话，说是要把女儿介
绍给祖先生认识，两人就此聊了
起来。 谈话中，陌生男子告诉祖
先生，自己是工厂老板，家中有
8 个女儿均未嫁，觉得祖先生是
不错的“女婿”人选。得到长辈的
认可，至今单身的祖先生内心欢
喜不已， 立即添加了对方的微
信。 在持续近一个月的联系后，
对方将一个“女儿”的照片发给
了祖先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
祖先生，但是需要祖先生按照习
俗提前给“见面礼”。眼看自己已
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单身，祖先
生不想错过这段“姻缘”，为了取

得“未来岳父”的肯定，尽早见到
“未婚妻”，毫不犹豫给了“未来
岳父”共 21100 元现金作为见面
礼和彩礼钱。

但是，见面礼给出后，祖先
生提出要与“未婚妻 ”见面时 ，
却发现“准岳父”开始不怎么搭
理自己， 没过两天微信也被拉
黑了。 最后在朋友的提示下，祖
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
了传说中的“婚恋诈骗 ”，于是
报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办案民警立即
展开侦查。 通过缜密侦查，民警
迅速锁定嫌疑人，并于 9 月 3 日
20 时许在西田一工厂门口将嫌
疑人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黎某（50 岁）
对其涉嫌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
据调查得知，黎某并不是工厂老
板， 更不是 8 个女儿的父亲，还
曾于 2016 年因涉嫌诈骗被惠州
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2 个月。 刑
满释放后， 黎某不但毫无忏悔之
心，反而“重操旧业”，利用适婚
青年迫切结婚的心理， 扮演起了
“父亲”的角色，以“找女婿 ”为
由， 采取收取见面礼、 彩礼等方
式，骗取单身男青年钱财。

目前，嫌疑人黎某因涉嫌诈
骗罪，已被光明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未来岳父”主动找上门？
单身青年被骗 2 万余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
道：9 月 9 日， 记者从乐有家研
究中心获悉，上周深圳一手住宅
网签 541 套， 环比下跌 6%，网
签量已连续 6 周下跌。 当前，深
圳一手住宅去化周期仅 6 个月，
为近两年来最低值。

数据显示，上周罗湖区一手
住宅无网签，盐田区网签量环比
涨幅最大，网签 27 套，涨幅达到
50%。 龙岗区上周网签量位列全
市第一，网签 169 套，环比下跌
18%， 网签量全市占比 31%；龙
华一手住宅网签量上周跃居第
二 ， 网签 105 套 ， 环 比 上 涨
27%，网签量全市占比 19%。

二手住宅方面，上周深圳共
过户 1473 套， 环比下跌 4.6%。
其中，深圳各区仅龙岗区二手住
宅过户量呈上涨趋势，福田区二
手住宅过户量环比跌幅最大，上
周 过 户 271 套 ， 环 比 下 跌
13.1%；宝安区二手住宅过户量
占据冠军宝座， 过户 386 套，过
户量全市占比约 26%；龙岗区紧

随其后，上周过户 349 套，环比
上涨 4.2%。

另据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统
计， 上周深圳五个项目获批预
售，三个项目入市，其中仅有一
个住宅项目入市，开盘去化约四
成。 中原分析认为，目前楼市各
类产品供应均在增加，后期成交
或将有所增加。

上周深圳一手住宅网签量下跌

深职院迎来最小“萌新”仅 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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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职院新生带着行李开始大学生涯

▲迎新活动一角

▲茛深大报到现场

“欢迎来到深大星球”！ 9 月 7 日，深圳大学粤海、 沧海和丽湖三个校区内都是一派喜气洋洋，2019 级新生充满期待地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旅程。 据悉， 深大今年共录取了本科新生 6908 人、硕士研究生 2928 名、博士研究生 110 人。 其中，医学部、材料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的新生在丽湖校区报到， 其他学院的新生在粤海和沧海校区报到。

欢迎来到深大星球
深圳大学三校区迎新

今年共录取本科新生6908人、硕士研究生2928名、博士研究生110人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通讯员 许舒婷

学学 啦啦开开
我我 们们

！！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 通讯员
王禹程报道：中秋佳节即将来临，记者 9
日从深圳地铁获悉，为满足市民乘客的
出行需求，9 月 12 日 (周四 )、9 月 13 日
(周五 )地铁全线网运营服务将延长 1 小
时(11 号线约 30 分钟 )，运营时间调整为
6:30 至 24:00。 此外，深圳地铁所辖 7
条线路也将加开列车，努力增加运能运
力，让市民出行更高效、便捷。

深圳地铁介绍，9 月 12 日为中秋节
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正常通勤客流
与节假日出行客流的叠加下，深圳地铁
全线网或将迎来客流高峰。 而在 9 月

13 日中秋节当天，也有不少市民会搭乘
地铁外出赏月游玩。 对此，深圳地铁全
线网各线路将于 9 月 12 日、9 月 13 日
两天，延长运营服务至 24 时，运营时间
均为 6:30-24:00。 而 9 月 14 日、15 日
则维持正常运营时间不变。

与此同时， 深圳地铁所辖 7 条线路
还将加开上线列车， 以提升节假日线网
运输能力，方便市民假期出行。“深圳地
铁 1、2、3、5、7、9、11 号线在 12 日、13
日两天， 将分别增加 238 列次和 134 列
次的上线列车。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负责
人介绍， 其中 1 号线将于 9 月 12 日 21

点 51 分、22 点 31 分， 各加开 1 列开往
罗湖方向的列车， 供市民夜间出行。 11
号线将于 9 月 13 日 20 点 30 分、20 点
40 分， 各加开 1 列开往碧头方向的列
车，以方便外出游玩乘客夜间返程。

记者了解到，进入假期后，购物公
园、华强北、老街、深圳湾公园、世界之
窗等购物商圈及景点将汇聚较多市民
游客，因此临近的地铁车站或将迎来较
大客流。 而连接火车站、高铁站、机场的
交通枢纽如布吉、福田、深圳北等地铁
站点， 也可能于 9 月 15 日迎来返城客
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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