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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师上场“比武”，“真刀真枪”较量专业技能。 7 月 9 日
至 11 日，2019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教师职业能力比赛
专业技能操作竞赛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财经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等 3 所院校举行。 据悉，这
是我省首次举行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能操作竞赛，在全国也属
于制度性创新举措。

杨莎莎 摄影报道

7 月 15 日， 教育部会同中央网信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电总
局、全国“扫黄打非”办 6 部门发布《关
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个面
向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到 2019 年 12 月底
前完成对全国校外线上培训及机构的
备案排查；2020 年 12 月底前基本建立
全国统一、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监管
体系，基本形成政府科学监管、培训有
序开展、学生自主选择的格局。

校外线上培训平台应当具备护眼
功能和家长监管功能

《意见》强调，培训内容和培训数
据信息须留存 1 年以上， 其中直播教
学的影像须留存至少 6 个月。 线上培
训应当根据学生年龄、 年级合理设置
课程培训时长，每节课持续时间不得
超过 40 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 10 分
钟。 面向境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校外线上培训平台应当具备护
眼功能和家长监管功能。

在师资上， 线上培训机构要具有
完善的招聘、审查、管理培训人员的办
法，师资队伍相对稳定，不得聘用中小
学在职教师。 从事语文、数学、英语、思
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等学科知识培训的人员应当具有国家
规定的相应教师资格。 要在培训平台
和课程界面的显著位置公示培训人员
姓名、 照片和教师资格证等信息，公
示外籍培训人员的学习、工作和教学
经历。

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 60 课
时的费用

线上培训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关
于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 在培训平
台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 标准及
退费办法。 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
调一致， 收取的预付资金总规模应当
与服务能力相匹配。 按课时收费的，每
科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 60 课时的费
用；按培训周期收费的，不得一次性收
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经排查发现问题的校外线上培训
机构应当按整改意见进行整改，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整改并重新提交
相关材料。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联合
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对逾期未完
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校外线上培
训机构进行查处，视情节暂停或停止
培训平台运营、下架培训应用、关闭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依法进行经济
处罚等。

建立黑白名单，动态更新
六部门将探索“互联网 + 监管”机

制，改进监管技术手段，建立日常检查
抽查制度， 建设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
理服务平台， 为各地开展备案和管理
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 对符合相关规定的校外线
上培训机构列入白名单， 对存在违规
行为的列入灰名单并限期整改，对拒
不整改或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列入黑
名单。 对列入黑名单的校外线上培训
机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黑白名单由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利用全国校外线
上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对外公布，及时
更新。

综合新华社、教育部官网

六部门联合发文规范校外线上培训
年底完成备案排查，建立黑白名单 本报讯（记者 王燕）7 月 16 日，记者

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湖南省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录取工作从
7 月 8 日开始， 至 7 月 14 日基本完成录
取任务（其中，本批次艺术类录取在本科
二批投档前完成）。 截至 7 月 15 日 20
时，该批次实际录取本科新生 13537 人。
其中，军事（武警）院校 684 人；公安（刑
警、司法）院校 994 人；航海院校（专业）
96 人； 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 2141 人；省
内基层农技特岗人员招生 29 人；艺术院
校（专业）7963 人；其他院校 1182 人；空
军招飞 114 人（其中女飞行学员 3 名）；
海军招飞 15 人；民航招飞 319 人。

今年艺术类招生继续实施平行志愿
模式， 并在去年基础上取消了本科提前
批的第二志愿，增设一次征集志愿，调整
了平行志愿投档综合分的计算公式。
2019 年共有 86 所高校共计 468 个专业
类参与提前批艺术类平行志愿投档，招
生计划共计 3328 人， 比 2018 年增加
1708 人。 据目前统计，共有 2695 名填报
了非平行组院校志愿但未能投档的考
生， 通过平行志愿投档到本人所填报的
平行组院校， 考生的志愿满足率大为提
高，高分考生填报志愿的风险大大降低，
有效地维护了考生的权益。

本科一批录取于 7 月 15 日开始，至
28 日结束。 该批次从国家专项计划（含）
录取开始，17 日 8:00—18:00 填报国家专
项计划征集志愿，18 日完成国家专项计
划录取；接着依次进行自主招生、高水平
艺术团、综合评价录取、高校专项计划招
生和单科成绩优秀考生录取等； 各本科
一批招生院校将于 7 月 22 日下载本科
一批志愿投档信息，7 月 25 日 8:00—18:
00 填报本科一批征集志愿，7 月 28 日录
取结束。 今年在我省参加本科一批录取
的院校共 294�所， 包括重点本科院校和
参加该批次录取的一般本科院校， 计划
在湘招生 56939 人。

我省本科提前批
录取 13537人

本报讯（记者 姚瑶）7 月 15 日，由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芒果微基金、 长沙金海教育
基金会主办的“湘西励志夏令营”启动仪式在
长沙举行。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高平金海实验学校励志班的 50 名品学兼优
的学生将在长沙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学习。

该校带队老师黄晋欢告诉记者， 参加此
次夏令营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留守儿童，对
他们来说，走出大山看世界的机会十分难得。
初二女生伍嘉怡是第一次来长沙。 这次难得
的机会， 她最期待的便是能去长沙的一些高
校里转转。“徜徉校园，沐浴高等学府的学术
氛围，体会顶尖大学的校园底蕴，一定是非常
美妙的体验。 ”

“湘西励志夏令营”长沙开营

权威发布 三湘要闻

专业教师技能“比武”

（紧接 01 版①）2017 年， 鼎城区教育局邀请
国际足联女足精英教练员、中国足协 C 级教
练员邓毅老师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骨干教
练员赵轩老师担任主教， 举办了鼎城区校园
足球中小学教师培训班，首批就有 46 名体育
教师参加。除此之外，鼎城区教育局还让足球
教师“走出去”，积极选派足球教练参加全国
校园足球骨干老师培训。

老师在成长， 越来越多的学生因为足球
有了全新的蜕变。 2016 年，鼎城九中有几个
孩子入学时的成绩仅 100 多分。 虽然成绩不
好，但这些孩子有自己的闪光点。该校足球教
练段成功带着他们踢球，“其实这些孩子很
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目标后，学习自然也
变得积极上进了。”段成功说。通过单招考试，
当年以中考成绩 133 分入读鼎城九中的李同
学考入了武汉体育学院； 中考成绩只有 150
分的陈同学考入了哈尔滨体育学院； 该校足
球队的 11 名队员中， 有 10 人被重点本科或
二本院校录取。

如今，在鼎城区各学校，人人踢足球、班
班有球队、周周上球课、年年踢球赛的氛围蔚
然成风。 目前，该区已有 9 所学校被评为“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上接 01 版②）
几周下来， 王博学习上有了

明显的进步。 不管做什么事情，他
都比以前多了一丝自信和勇气。他
也学会主动找同学聊天了，下课时
围着老师问问题的人群里也能看
到王博的身影了。“毕业时，他还考
上了市重点高中的实验班呢！ ”说
起王博，肖银秀一脸自豪。

该校 77 班是肖银秀中途接手
的一个有严重问题的班级。 肖银
秀发现正常的管理操作在这个班
级完全无法进行， 即便是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她还是感觉到压力
大。“班里面有好几个‘刺头’，非
常令人头痛， 好些老师都管不
住。 ”或许是长期缺乏肯定，77 班

的孩子们对于人生和学习感到迷
茫。 面对这个五十几人的班级、这
些才十来岁的学生们， 她想：“总
不至于都是教不好的孩子， 何况
别人越是觉得我们做不好， 我们
就越要做好。 ”每周，肖银秀带着
学生开班会，谈学习，谈人生，谈
理想。“在接手 77 班后近一个月
时间里，我的嗓子都是嘶哑的，辛
苦是肯定的， 我的工作就是教好
每一个学生。 ”肖银秀说。

为了教好学生， 肖银秀只做
了一件事———默默地了解他们每
个人身上的闪光点， 并细心地记
录下来。 她希望自己做一个扬帆
者， 为学生们在茫茫学海里扬起
自信的风帆。

湖南民办教育收费
将实行分类管理
本报讯 (记者 余蓉 )近日，湖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
教育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民办学
历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将对民办教育收费实行分类管理。

《通知》指出，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
办学校(以下简称“公参民办学校 ”)学历
教育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审批。 其中独
立学院学历教育学费标准由省级发改、
财政、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其他公参民办
学校学历教育学费标准， 由其注册登记
的市或县级发改、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其他民办学校教育收费实行市场调
节价, 按照发改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综
合考虑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学校自
主确定收费标准。

学生在校期间的收费分学期或学年
缴纳，中小学不得跨学期收费，独立学院
不得跨学年收费。民办中小学校需在开学
时一次性收取所有费用。服务性收费和代
收费应遵循“学生自愿，据实收取(不以盈
利为目的)，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

新的收费要求从 2019 年秋季开学起
执行，有效期 5 年。

市州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