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就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工作的进
展情况进行通报：总体进展良好，但各省工
作也不平衡， 有的省工作进展明显较慢。
2018 年是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行动落实年，
各地应积极行动，明确工作机构，制定实施
方案，采取综合举措，扎实开展学生欺凌防
治工作。

通报称，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
行动的通知》，各省级教育部门应在 5 月底
之前，明确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机构、办公电
话和实施方案，并在本单位官方网站公布。

目前，已有 30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确定了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机构
及办公电话， 仅内蒙古仍未确定内部工作
责任机构。 24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制定了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其他一些地方的方案还处在与有关厅局会
签、征求意见或起草过程中。

国务院教育督导办表示， 各省要按照
《通知》要求，重点指导督促市级教育部门
按时完成相关工作，积极开展学生欺凌防治
宣传活动，总结经验做法。届时，国务院教育
督导办将在教育部官网“中小学生欺凌防
治”专栏对未完成相应工作的地市进行点名
通报，并对先进经验进行宣传。 王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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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第一小学，学生们正在体验使用老
式电话机打电话。

当日，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第一小学在校园里建成的“改革开放博物
馆”正式开放，迎来了众多参观者。这座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博物馆通过展
品展示、历史再现和互动体验等方式，还原时代记忆，让小学生在这里能够
触摸历史，深切感受到信息社会给生活带来的日新月异。 陈彬 摄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批准部分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的通知》，依法终止
234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名单已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 截至 2018
年 6月，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 2342
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共 1090个。

教育部称，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取得
长足发展，在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认可度和国际影响
力不断提升。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机构
和项目存在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不足、 教学
质量不高、学科专业能力不强、缺乏内涵式
发展机制等问题，导致学生满意度低，吸引
力弱，办学活动难以持续。

教育部认为， 强化退出机制是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
工作精神，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事中事后监

管力度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中外合作办学
有效服务高等教育改革、提升高校国际化
水平、促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抓手。 加
强退出机制建设，可以完善从准入到退出
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使监管工作首尾呼
应， 有利于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发展，
提质增效，有利于明确办学导向，依法办
学，有利于保障学生和家长权益，提高社
会满意度。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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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高考相继结束，为树立良好社会风
气，近期，湖南各地陆续出台举措，严禁党员和公
职人员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等。

株洲：出台“五条禁令”
株洲市纪委下发了《关于严禁党和国家工作

人员违规操办和参加“谢师宴”“升学宴”的通知》，
通知要求，全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五
条禁令”： 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谢师宴”

“升学宴”； 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以任何方式邀
请和接受亲戚以外人员参加“谢师宴”“升学宴”；
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借子女升学之机收受或变
相收受任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礼品、消
费卡、有价证券等；严禁用公款报销或由管理服务
对象支付应由本人承担的相关费用；严禁用公车、
公款送子女入学。

岳阳：重申“八个严禁”纪律要求
重申“八个严禁”纪律要求。 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采取调查摸底、谈话提醒、及时跟踪等方
式，督促各级各单位党组织教育、监督本单位干部
职工严格执行市纪委监委出台的严禁违规操办

“升学宴”“谢师宴”的“八条禁令”。
开展公开承诺活动。 把严禁违规操办或参加

“升学宴”“谢师宴”工作作为当前履行主体责任的
重要内容， 及时组织本单位有子女升学的党员干
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开展谈话提醒，并签订《拒绝违
规操办或参与“升学宴”“谢师宴”承诺书》。

严肃监督执纪问责。 不定期组织对餐饮场所
进行明查暗访，向社会广泛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对
举报反映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的
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对查证属实的将严肃处理，并
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

桃江：明察暗访 多管齐下
桃江县纪委监委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除组

织签订承诺书、实行专项报告外，还通过向高考学
生家长发放公开信等方式广泛宣传， 营造良好氛
围。 及时开展廉政谈话；教育部门加强对本系统教
职工的教育、监督和管理，提醒、督促其拒绝各种
形式的“升学宴”“谢师宴”。 划定纪律红线，重申六
项纪律要求。

在接受信访、电话等各种途径举报的同时，该
县 4 个检查组将通过随机抽查、集中检查、点穴督
查等明察暗访方式，加强对违规操办“升学宴”“谢
师宴”问题的监督检查。 对发现顶风违纪问题，依
照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同时严肃追
究单位领导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龙山：3000 余名家长签订承诺书
龙山县纪委监委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安排

人员深入单位、农村全面摸底，并利用广播、电视、
短信、微信、公开信、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扯起

“升学宴”“谢师宴”高压线。 从 6 月 24 日开始，全
县 21 个乡镇（街道）纪（工）委就组织人员深入村
寨， 上门入户宣传操办人情宴请规定， 动员 3655
名高考学生家长签订《拒办“升学宴”承诺书》，承
诺不借子女升学违规办宴敛财。

综合三湘风纪网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些高校录
取通知书也开始发放了。 近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
息平台公众号发布消息， 提醒考生一定要注意甄
别录取通知书的真伪，以免上当受骗。

第 1 招：查录取真假 考生应通过本省教育考
试院（招生办）公布的正规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
息。 如查询到的信息与录取通知书一致（包括录取
学校名称、专业和层次），就是经教育考试院办理
了正式录取手续。 否则，就不是普通高校正式录取
的通知书。 家长和考生也可登录报考学校网站查
询学校的新生录取名单。

第 2 招：查学校真假 考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
必须由教育部公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学历教育
资格的，并且当年在本省招生的学校发出。 这些学
校的名单可在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http：//gaokao.chsi.com.cn）、本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或发放的招生资料上查到。 另外，考生填报的志愿
是高考录取的依据。 如果考生根本没有报考某一
大学，却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那么就十分
可疑。

第 3 招：看录取日程 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送
工作随每批次录取进程陆续进行， 将在 7 月中下
旬进入高峰期。 有的非法组织或个人，会抢在正规
通知书发放之前，发放所谓的“录取通知书”，以抢
占生源。 考生可以根据本省录取日程来判断录取
通知书的真假。

第 4 招：看邮件 正规通知书是通过邮政快递
送到考生手中的，使用的是录取通知书专用信封，
接收此类邮件需要现场出示准考证、身份证、户口
簿等有效证件。 很多省市还和邮政部门合作，开通
了“高考通知书查询”功能，输入准考证号或考生
号，即可查询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送状态和位置。

第 5 招： 看校长签名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各
普通高校录取通知书除加盖高校章外， 还由校长
签发录取通知书。 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以
查看校长的签名对不对， 如果没有签名或者签名
不对，则要小心了（注：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详
见各高校网站）。

第 6 招： 查学籍真假 学信网（http：//www.
chsi.com.cn） 是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
信息查询的唯一网站。高校会对放弃入学资格、保
留入学资格、取消入学资格的学生予以标注。新生
入学后， 可登录学信网实名注册（http：//my.chsi.
com.cn/），然后查询、核实本人身份信息和学籍注
册信息。

据新华社讯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中
6招辨真伪

本报讯（记者 左丹）7 月 9 日零时
30分，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湖南
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军事院校本
科计划（男）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和
湖南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军事院
校本科计划（女）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
线。 男生投档线文史类、理工类均以国
防科技大学（非指挥专业）最高，分别
为 644分、646 分。 女生投档线文史类
以陆军勤务学院最高，达到 652 分；理
工类以国防科技大学（非指挥专业）最
高，达到 647分。

今年军事院校投档线均较高。以女
生投档线为例，此次公布的院校投档线
中仅两所院校在 600 分以下， 分别为
599 分和 594 分，其他院校投档线均超
过了 600分，最高达 652分。 湖南省教
育考试院介绍， 平行志愿投档的规则：
在上线考生中先按分数优先的原则从
高分到低分排序（当遇到多名考生同分
时，分别按语、数、外三科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排序）， 再按考生填报的学校顺序
出档。 部属和外省属院校投档时，档案
分中不含考生地方性项目加分。

军事院校本科计划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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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开展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进展不平衡

教育部终止 23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湖南各地拉响
违规操办“升学宴”警报

权威发布

（上接 01 版①）
单列了招生计划的经湖南省教育厅批准的省

内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特殊专业，在录取控制分数
线上录不满额时，可适当降分补充投档，最大降分
幅度不超过 30分（降分投档以考生征集志愿为依
据）。特殊专业招生在录取过程中不能追加计划，录
取到特殊专业的考生不得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对违规违法“零容忍”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今年招生录取要做到“三

个不炒”：不炒录取率、不炒高考状元、不炒试题难
度。 湖南省教育厅对违规违法行为坚决做到“零容
忍”，继续严格执行“不点录”“不补录”“不违规降分
录取”等政策规定，并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录取期间，湖南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将进
驻录取现场，全程参与录取工作，及时查处各方面
反映的问题。落实举报制度，主动接受考生及全社会
的监督（湖南省教育厅举报电话为 0731-84714915、
89715592；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举报电话为 0731-
88090301，举报邮箱为hnksy@hneao.edu.cn）。

（紧接 01 版②）两年前，王小兰的婆婆
来校帮厨之前，每到第 3 节课间时间，
她会用电饭煲给孩子们煮好饭， 第 4
节课后，她会跑进厨房生火炒菜。王小
兰烧得一手好菜，孩子们都说“王老师
做的饭好吃”。

“这些学生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
样。 ”王小兰的父亲也是一位教师，父
亲临终前嘱咐她“用良心教书。 ”她一
直铭记于心。

放学了， 王小兰把孩子送到家长
手中，没有家长接的，王小兰就牵着孩
子，一个一个送回家后，才回到自己坐
落在半山腰的家，来不及休息，她赶紧
照料因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儿子
李浩今年 30 岁了， 患先天性小脑萎
缩，一直以来，吃饭、洗澡都由他奶奶

帮助照料。 ”王小兰说得很平淡，生活
的艰辛让她学会了坚强。

在小家与大爱的选择中， 王小兰
选择了后者。

在王小兰的努力下， 如今的永固
小学变得漂亮了： 窗明几净的教学
楼，高标准的塑胶跑道，多媒体室、图
书室、音体美室、科学实验室等一应
俱全。 付出终有回报。 王小兰获评
2014 年湖南省最美乡村教师称号，三
度被评为市、县优秀教师，两次受县
级嘉奖。

只有两年，王小兰就要退休了，谁
来接手？“镇上的中心小学有几名免费
师范生在教书，等我退休了，不愁没人
来接班。 ”王小兰说。 对永固小学的未
来，她满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