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9月，国家发布“双一
流” 大学名单。 在欧阳文邦看
来，“双一流” 大学名单的发布
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
后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格局的一
次重新洗牌， 院校在考生和家
长心目中的分量将会随着“双
一流”大学名单的发布而有所
调整，有关院校的投档线水平

随之或将发生一定的变化。欧
阳文邦还指出，“双一流”大学
名单发布以后，产生了立竿见
影的效果，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
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部由
本科二批调整为本科一批录
取， 并影响和改变着今年的投
档线分布。

本报6月25日讯 高招期间，各
种五花八门的排行榜纷至沓来，该
不该信？对此，我省教育部门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中国大学排行榜一般是
由非官方机构来运作的， 既有院校
综合排名，又有学科排名、师资排名
等， 目前国内影响力比较大的民间
高校排名有：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的武书连版以及中国校友会版等。
“这些排名对考生了解学校的综合
办学实力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
也不能盲目照搬， 宜综合考虑教育
行政部门发布的各种办学情况通报
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去年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
了全国第四轮学科（一级学科）评估
结果，其结果比较客观，可以作为考
生填报志愿的参考。

另外，在高校“双一流”时代，以
前“211”和“985”的院校名单，填报
志愿时仍可作为参考， 因为这些高
校在政策、资源、资金上都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基本上都是办学历史悠
久、综合办学实力雄厚、师资力量强
大的高校。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庆丰包子店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地税
湘字 43010319710504153501，
声明作废。

◆刘穆辰（父亲:刘清明,母亲:潘
庆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814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苏青松快餐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7
年 1 月 5 日核发 92430111MA4
LA9YE3T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平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湘阴县工商局 2015年 11月 4
日核发 91430624MA4L1HHJ
9K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泉源清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邓宗毅，电话 15873018555

遗失声明
张家界飞马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
590001155501； 遗 失 机 构 信
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8020
011555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中桐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厂遗失湘阴县工商局
2013 年 7 月 16 日核发 4306240
00007946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衡阳市星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研究决定撤销 2017 年 6
月 28 日工商登记的清算组成员
备案申请，继续经营，停止清算，
撤销已成立的公司清算组及解散清算
组人员。联系人：唐伟 电话：13707349995

◆本人乐小娟，遗失湖南科技学
院 2011 年 6月颁发的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毕业证书编号 105
511201105016744/学位证书编号：
10551420110022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医佩克药业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
码 4300151320，号码 01951184，
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茶陵县日升矿产有限公司经公
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
从 20500 万元减至 500 万元,现
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天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联系人：尹四保，
联系电话：13142139333

◆彭一冉(父亲:彭冰，母亲:刘慧
君)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3226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很普通农资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李静，电话: 13873180213

遗失声明
湖南唯月服饰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16年 6月 28日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10034818001，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德慧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全宏伟，电话：18173444107

撤销注销公告
经岳阳美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正常经营活
动，继续营业，原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 A07 版在《三湘都市报》
上刊登的注销公告予以作废。
联系人：周岳明，电话：18607307258

清算公告
岳阳滨湖逸郡置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司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梁
广生，电话 1305507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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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娟（身份证号 430426
198810135145）遗失就业失
业登记证，声明作废。
◆宋莉娟遗失认筹协议书，编号
为：C0000742，现声明作废。
◆谢玉茜身份证：431003199901
01062X 遗失育婴师四级证书，
证书编号:15180013934002
10，声明作废。

◆黄芷祎（父亲：黄渊海，母亲：
李晓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287346，声明作废。
◆张新平遗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证号:4301030015003607，
声明作废。

◆何登祥（父亲：何永青，母亲：管
杏晃）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1080554，声明作废。

◆文瑞琪（父亲：文强，母亲：熊灿
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31131，声明作废。

◆樊帆 2018年 6月 21 日遗失身份证,
证号 510682199805240019,声明作废。

◆唐慧遗失泰山国际购房收
据， 编号 1356996， 金额贰万
元，声明作废。

◆邓华宾遗失湘 H28238道路运输
证，证号：430903202872，声明作废。

◆周祖煜（父亲：周阳，母亲：龙
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766224，声明作废。

◆谢炘媛（父亲：谢卢，母亲：刘苏
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713823，声明作废。

◆高谦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1491，声明作废。
◆张镱宸（父亲：张文博，母亲：赵
浪）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711996，声明作废。
◆卢雨霏（父亲：卢敬晓，母亲：
曹芬）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903396，声明作废。
◆李肖琪（父亲：李立波，母亲：
肖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767925，声明作废。

◆邹金龙、邹玉凤(父亲:邹学贵，
母亲: 周丁金) 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 , 编号分别为 N430039992、
N430039993，声明作废。

◆王浩(父亲:王鹏，母亲:徐玉婷)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J430368241，声明作废。
◆李子馨(父亲:李春，母亲:唐慧
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104270，声明作废。
◆邓瑞曦(父亲:邓胜军，母亲:邓
雅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873407，声明作废。

◆侯博逸(父亲:侯卫科，母亲:罗
美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3114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富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阳志滔，电话 13786949710

◆戴奕澄(父亲：戴亚君，母亲：陈丹
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911127。 声明作废。

◆邓梓涵(父亲:邓红生，母亲:邓鸡
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1006229，声明作废。

◆成俊杰(爸爸:成名 妈妈:文永
柳 )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157609，声明作废。

◆唐欣妍（父亲：唐冬冬，母
亲：张红）出生证遗失，编号
L43047676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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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招有变化，填志愿时别忽视
选择院校和专业时，网上的排行榜不要盲目照搬

从今年起，湖南工业大学、
吉首大学、 湖南商学院和湖南
理工学院4所高校调整为本科
一批录取。“根据2018年四所学
校的招生数据， 一本文科和理
科招生计划的增量可能会达到
11000多人。”欧阳文邦提醒考
生和家长， 一定要注意这个变
化。“如果不懂得调整批次对相
关院校投档线的影响， 不能从
宏观上把握政策变动带来的冲
击， 考生和家长可能填不好
2018年的高考志愿。 特别是对
于今年一本线上0-30分左右
的考生， 更要密切关注这个变

化， 千万不能以自己的分数和
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院校
往年投档线之间的‘线差’作为
能否上线的标准。”

他还建议在填平行志愿
时， 考生要将志愿保底工作做
得更扎实，比如，十个平行志愿
中最后的8、9、10�三个学校一
定要牢牢地保住底。“应结合高
考分数，选择专业、学校应契合
考生个性特点、兴趣爱好、优势
特长、个人理想、职业规划、学
业水平，在此基础之上，家长要
全面了解院校层次、专业知识、
行业特点、政策变化。”

今年湖南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有哪些高招政策趋势和
变化值得去关注和把握？ 6月25日上午， 长沙理工大学举
行2018年校园开放日暨第二届“名校面对面”高招咨询活
动。 现场邀请了部分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向600余名高三毕
业生及家长进行“如何谋划好前途？———好志愿，好专业，
好就业”的讲座，分享志愿填报技巧。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大类招生成高招主趋势

活动现场， 香港中文大
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35
所省内外知名高校进行现场
招生咨询活动。记者了解到，
今年绝大多数高校均实行大
类招生。“很多同学对大学的
专业缺乏了解， 填报志愿时
存在较大盲目性。”长沙理工
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方文彬
表示，自今年起，该校新增道
路桥梁与工程技术、 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两个本科专业，
同时对17个本科专业实行大
类招生培养。

他认为， 大类招生有以
下几方面优势———一方面，
有利于同学克服志愿填报的
盲目性和局限性， 获得更大
的自主选择权。“结合大类培
养以及通识教育， 有利于培

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方文彬
介绍， 学生进入大学前一两
年，可深入了解各专业特色，
并明确自己的学科特长和发
展潜力， 进一步结合兴趣和
能力， 以及今后职业规划可
进行二次专业选择， 共有大
一下期和大二上期两次转专
业的机会，“转出无门槛，转
入将进行相应考核。”

方文彬建议， 考生在填
报志愿时， 要仔细阅读学校
招生简章， 了解每个招生大
类包含哪些专业。“各校专业
设置及培养方案不同， 同一
招生大类包含的专业及未来
深造、 就业的领域可能是不
同的，考生要仔细研究，加以
区分。与此同时，还要了解各
校大类分流的时间及方式。”

艺考招录大调整

今年， 平行志愿将成为
我省本科提前批次艺考录取
投档模式， 这是艺考招录政
策一个最大调整。对此，湖南
启善尚行生涯规划研究中心
首席高考研究专家欧阳文邦
分析， 艺考生在本科提前批
次的选择明显增多了， 由以
往的两个学校志愿到今年最
多可以填报11个学校志愿。
但对于文化和专业不能分别
达到我省划定的二本控制线
（双过线）的考生，在本科提
前批依然只能在非平行组填
报两所学校， 而非平行组院
校在“双过线”考生的哄抬之
下，大概率会有走高的倾向。

他表示，没有“双过线”的考
生， 既填报不了本科提前批
平行组院校， 填报非平行组
院校也没有什么优势。

欧阳文邦分析，实际上，
外省院校纳入平行组的并不
多，以文科美术为例，省外院
校只有北京工商大学、 中华
女子学院、东南大学、江南大
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三峡大学、广西大学、
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大
学11所学校承认湖南省的统
一投档规则，所以，对于艺术
类考生和家长来说， 本科提
前批第一个非平行组院校的
选择尤其关键。

“双一流”高校投档线或将发生变化

四所高校调至本科一批录取

相关新闻

选择院校和专业时
网上各种排行榜可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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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江西南昌大学前湖校区，高校招生工作人员在高招咨询会上向考生和家长介绍情况。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