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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吕先云 唐军华）近
日， 东安县举行首届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手语操比赛， 全县 48 支代表队
1800 余名学生通过手语操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开展手语操比赛是该县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是推进“向
日葵工程”的创新版。各代表队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手语操融入舞蹈、 朗诵等多种
元素， 充分展示了全县中小学生的创意才
华和青春活力， 使广大青少年深刻领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传播正能量。

经过激烈角逐，澄江中学、舜德学校分
别获得县城中、 小学组一等奖， 芦洪市中
学、芦洪市中心小学分别获得农村中、小学
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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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第十七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湖南省
赛”在长沙市举行。 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 109 个单位的 800 余名参赛学
生和 150 余名教练员参加竞赛。

在 100 分钟内，设计好家居模型，并编写模型打印程序……在一
场主题为智慧生活的 3D 打印编程方面的比赛中，参赛选手拼的是创
新、实用、美观等方面，最后还要进行作品问辩。

经过一天的紧张比赛，本次竞赛共决出一等奖 147 个，二等奖 220
个，三等奖 220 个，其中的 150 个参赛队将参加 2019 年 7 月在山东淄
博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系教育部公布的 2019 年
度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 自 2002 年启动以来，每年举办一
届。 大赛倡导“重在参与”精神，对于参与的师生不设置高门槛。

郑司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彭静） 6 月 10 日下
午，湖南省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时间表公布。 我省从 7 月 8 日开始录
取，到 8 月 23 日结束。 录取批次方面，
与往年基本一致。 除飞行学员、香港高
校单独招生录取外， 共分为本科提前
批、国家专项计划、本科一批、本科二
批、本科三批、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
批共七个批次。 高职专科批安排两次
征集志愿填报， 其他批次各安排一次
征集志愿填报。 其中，本科一批招生录
取时间为 7 月 19 日至 7 月 28 日，本
科二批招生录取时间为 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 本批三批招生录取时间为 8
月 8 日至 8 月 12 日。

2019 年， 我省共有高考考生 49.9
万人， 比上年增加 4.7 万人， 增长
10.4%。 其中应届生 44.3 万人，占考生
总数的 88.8%， 往届生 5.6 万人，占
11.2%；文科考生 18.5 万人，占 37.1%，
理科考生 24.0 万人，占 48.1%，职高对
口类考生 7.4 万人，占 14.8%。 除保送
生、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的
考生外， 全省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近
39.2 万人，比上年增加 1.2 万人。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安排， 今年高
考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在 6 月
25 日公布，考生可通过微信等多种方
式查询。 考生如对本人分数有异议，
可以申请复核高考成绩的准确性。 申

请复核的事项包括考生基本信息、是
否为考生本人答卷（答题卡）、扫描图
像是否清晰完整、是否有漏评漏阅以
及小题得分是否漏统、各小题得分合
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
等方面。

需要复核成绩的考生须于 6 月
27 日 17 时前（逾期不予受理，未申请
查分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查分）持本
人成绩复核申请表、准考证到报考所
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应
届毕业生也可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
的报名点办理）。 复核申请只能由本
人（或考生父母 、法定监护人）提交，
不可代办。

湖南高招录取时间表出炉
本科提前批录取 7月 9日开始

本报讯（记者 彭静） 近日，省发改委、
省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中小学生校内课
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对中
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的收费范围和标准、
服务内容、监管机制等进行了明确，该通知
自 2019 年秋季开学起执行。

《通知》明确，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
收费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导向， 有条件
的地区财政应加大投入， 为学生提供力所
能及的服务; 确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
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
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

目前，暂定全省城市、县城义务教育阶
段的公办学校可以向自愿参加校内课后服
务并签订课后服务协议的学生家长适当收
取课后服务费。 具体收费标准由各市州发
改委、 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相关情况制定试
行标准，试行两个学期，到期后再根据情况
制定正式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中小
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原则上以一学期为
固定期。

记者发现，《通知》 要求规范中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行为。 要求充分发挥学校的
主渠道作用，有效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
资源、场地(如校园书店、图书阅览室、活动
室、体育馆等)等方面的优势开展中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时间安排在每周一至
周五(节假日除外)下午放学后，结束时间原
则上不晚于 18∶00，具体时间由县级及以
上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具体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
主阅读以及开展体育、艺术、科普、娱乐游
戏、拓展训练、观看儿童适宜影片、社团及
兴趣小组活动等。 提倡对个别学习困难的
学生、贫困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

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必须坚持学生
和家长自愿原则， 每学期初需主动向家长
告知开展校内课后服务的服务时间、 服务
方式、服务内容、安全措施、收费事项、费用
开支等工作方案， 并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
审核同意后，方可收费。开展中小学生校内
课后服务收取的服务费， 必须专项用于校
内课后服务工作方面的开支， 具体开支范
围以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方案为准。
每学期末学校要向家长公示中小学生校内
课后服务费的收支情况。 严禁学校以课后
服务名义乱收费。

省发改委、省教育厅联合印发通知

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
不晚于 18：00结束

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 2019 年中
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 明确了义务教育国家
课程教学用书、普通高中国家课程教学
用书、特殊教育学校和体育运动学校教
学用书。

《通知》要求，中小学国家课程必须
使用本文件所附目录中的教材，中小学
教材使用应保持相对稳定。

《通知》强调，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
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
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 各地可根据本
地实际和学生需求购买磁带、光盘等配
套音像材料。 2019 年起国家统编中小学
语文教材将配有“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
库”，供各地按需自愿购买。

同时，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加
强对教材使用情况的检查，对未按相关
规定选用、使用教材的地方和学校要严
肃处理，责令纠正。

据央广网

中小学教材中不得
夹带任何商业广告

高考动态 三湘要闻

（上接 01 版）
也因此，“宁远一中美德少年” 诞生，他

们的故事在学生口中相传。 1709 班学生古
苏志是该校美德少年之一，她时常在课间帮
助同学，为同学答疑解惑；积极参加学校组
织的公益活动。 周末，她和同学们一道前往
养老院，为老人们打扫房间、整理内务，与老
人们唠唠家常、 聊聊过往；2018 年春节前
夕，在交警的带领下，她与同学们分别站在
多个路口，帮助协助交通指挥……她在努力
与奉献中，品味生活的快乐，带给大家温暖
的笑容。

一直以来，宁远一中校园内“知舜帝、学
舜帝，做舜帝式的谦谦君子”的热潮不曾退
去，学生家庭发生变故，全校师生积极援助；
学生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 老师自己筹建
“香樟缘”教育基金会；校友回校创建“丹桂
情”基金会……以活动为载体，一中人将舜
德精神传播得更深更远。

教育部印发通知

本报讯（通讯员 肖强）6 月 11
日至 13 日， 长沙市进行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业考
试”），考试时间为每天上午 8:00～
9:30、10:30～12:00， 下午 15:00～
17:00；“学业考试”共设考点 29 个
（内六区设考点 14 个，四区县市设
考点 15 个）。

长沙市初中毕业会考（以下简
称“中考”）将于 6 月 16 日至 18 日
举行， 考试时间为 6 月 16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5:00～17:00，
6月 17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5:00～17:00，6 月 18 日上午 9:00
～11:00、 下午 15:00～16:00、16:30
～17:50。 其中：“中考”全市共设考
点 108 个（内六区设考点 29 个，四

区县市设考点 79 个）。
长沙交警将采取多项措施确

保考试期间全市道路的基本畅通，
特别是开考前交通高峰时段考点
周边道路的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学业考试”和“中考”期间，各考点
及沿途交通疏导工作由辖区大队
按照属地原则负责，实行“包片包
点”岗位责任制，对各考点门前及
周边道路主要路口，实行专人负责
指挥、疏导交通。 各考点值守警力
7:00 全部进入岗位，早巡时间相应
提早至 7:00 开始。

在涉考时段，对涉考的车辆及
驾驶人给予优先通行。遇有交通拥
堵时，可利用警车、警用摩托车及
时将考生牵引或送达至考场。

东安：手语操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用信息技术“拼脑洞”

长沙：学考和中考交通安保措施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