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0日讯 今晚，湖
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省内公费
定向师范生征集志愿计划。据统
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师
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农
业大学等高校缺额达276个。省
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省内公费
师范生音乐和美术类专业录取
预计在7月19日左右完成。

省教育考试院还公布了我省
军校本科征集志愿计划。 其中军
事院校本科计划(男)征集志愿缺

额为18人，全部为理工类。军事院
校本科计划(女)征集志愿缺额为3
人，同样均为理工类，其中陆军
特种作战学院缺额达2人。 建议
考生在填报征集志愿时，请参阅
招生政策、高校招生章程（包括
学费标准）等相关规定。军检结
论符合相关要求的考生，方可填
报该校志愿。另外，考生可在志
愿填报系统或湖南招生考试信
息港高考频道查询军检结论。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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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遗失湖南科技学院报到证，
编号 201710551202291，声明作废。

◆胡海乐遗失湘 HNU059 道路运输
证,证号:430903204401,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姚珑遗失就业协
议书，编号 0161053600979，作废。

◆李少东遗失安乡县黄山头镇
安国用（1990）01573 号国土证，
声明作废。

◆曾郴（父亲：曾亚军)遗失湖
南出生医学证明 ， 编 号 ：
P430761222，声明作废。

◆颜艺歆（父亲：颜晓剑，母亲：戈
艳翠）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69280，声明作废。

◆汪子涵（父亲：汪志丹，母亲：蒋
成学）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996119，声明作废。

◆曹嘉康(父亲:曹玉霞，母亲:侯
慧群)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38357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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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博轩（父亲：袁耀荣，母亲：杨
茜）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77643，声明作废。

◆成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8637,声明作废。

◆杨瑾萱（父亲：杨河，母亲：陈静
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28783，声明作废。

◆李彤（父亲：李清峰，母亲：邓卫
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72255，声明作废。

◆曹程（父亲：曹外平，母亲：陈雯
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024306，声明作废。

◆刘智慧（父亲：刘伟，母亲：李大
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31142，声明作废。

◆姜浩军（父亲：何命东，母亲：姜
果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860606，声明作废。

◆莫文强（父亲：莫安辉，母亲：
杨辉云)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126222，声明作废。

◆阎睿翔（父亲：阎和发，母亲：邱
小园)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14875，声明作废。

◆周宇航(父亲:周勇，母亲:丁
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555464，声明作废。

◆叶宇林遗失湖南惟明律师事
务所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4
303200910113446，声明作废。

◆孙晓鹏、孙晓凤(父亲：孙一雄,母
亲：时丽)遗失出生证 ,编号 :R4307
30803,R430730804,声明作废。

◆谌玥婷（父亲：谌海兵，母亲：
吴小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440958，声明作废。

◆邓瑾伊（父亲：邓宇航，母亲：
喻芳）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P430228809，声明作废。

◆欧阳子谦（父亲：欧阳灿，母亲：
谭雪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P430226827，声明作废。

◆欧阳李（父亲：欧阳维湘，母亲：
李晏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123567，声明作废。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 104
号商住楼 2 楼自西向东第 1-1
间门面，2014年 1月 6 日从王文
彬转至谢潇，谢潇押金条遗失，
现特此登报说明。

◆本人沈冰清于 2018年 6 月 20 日
不慎遗失由人事部、卫生部颁
发的初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及成绩合格证明，编号 2017
143040010578，声明作废。

◆蒋怡菲、蒋良羿（父亲：蒋聪明，
母亲：关凤娥）遗失各自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 分别为:P430512729、
R430238469，声明作废。

◆聂玉鑫（父亲：聂泳秋，母亲：沈
凤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854205，声明作废。

◆陈语彤（父亲：陈俊，母亲：谢飞
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01387，声明作废。

◆湘潭大学刘忠勇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810530203307，声明作废。

本报7月10日讯 今天，田
家炳基金会官方网站发布了《田
家炳博士讣告》， 备受尊敬的田
家炳博士于2018年7月10日上
午安详辞世，享年99岁。为缅怀
田家炳先生，长沙市实验中学千
余师生举行悼念活动。

长沙市实验中学师生
深情缅怀

“先生虽远去， 我们却依然
能感受到他的叮咛和期待……”
7月10日， 长沙市实验中学师生
纷纷在微信朋友圈中表达对田
老先生的感怀之情。 田家炳，广
东梅州人，于1919年出生于广东
梅州市大埔县。18岁远赴越南推
销瓷土。1939年转往印尼从事橡
胶业。1958年举家迁居香港，在
屯门填海造地建起田氏化工城，
逐步奠定了香港“皮革大王”的
地位。199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
星”；1996年英国女皇亲自在白
金汉宫授予其M.B.E勋章；数十
所大学院校授予其荣誉博士、院
士、教授等荣衔；国内70余市授
予其荣誉公民、荣誉市民称号。

田家炳先生亦是长沙市实
验中学发展的重要“贵人”。1995
年，香港著名实业家田家炳先生
捐资500万， 与当时的长沙市实
验中学合作，在芙蓉区火星镇拓
址兴建新校区（现古汉路与紫薇
路交界的东北角）。 为表彰田先
生盛德，学校更名为长沙市田家
炳实验中学，湖南省委原副书记
郑培民任名誉校长。学校一校两
址，古汉路校区为东校区，蔡锷
路局关祠校区为北校区。2012
年， 根据市政府初高中剥离要
求，东校区恢复长沙市实验中学

校名，举办高中；为感念田老先
生为该校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北校区保留长沙市田家炳实验
中学校名，举办初中，并由长沙市
实验中学托管。田家炳先生曾先
后两次亲临该校，与师生座谈，用
质朴的语言勉励师生回报国家、
社会，展现了田先生极高的个人
魅力和人格修养。即使离开长沙，
田家炳先生也心系学校发展，多
次来函询问学校发展情况。

“百校之父”
在湘捐赠四所学校

提起田家炳的名字， 内地教
育界都不陌生。 自20世纪80年代
开始捐助教育事业以来， 田家炳
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捐助了大学93
所、中学166所、小学41所、专业学
校及幼稚园19所、 乡村学校图书
室1700余间。全国34省市区都有
田家炳学院或田家炳中学。其中，
中国内地所有田家炳学校属公办
政府学校， 基金会不参与任何日
常管理。另在海外3所大学设立奖
学金，惠及华籍学子。教育以外的
项目计有医院29所、 桥梁及道路
近130座。以“田家炳”命名的学校
或学院遍及所有省级行政区，他
因此被誉为“中国百校之父”。

在湖南，田家炳捐助的学校
有： 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衡
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浏阳市田
家炳实验中学、湘西自治州保靖
县复兴镇田家炳小学。田家炳曾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育是
关系国家强弱、文化盛衰的百年
树人大业，资助教育是“把钱用在
最有用的地方”，产生的效益远大
于把财富留给个人。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肖晨杰 彭佳雯

本报7月10日讯 今天，长
沙市教育局权威发布， 对全市
范围内具备合法办学资质的民
办非学历教育高等学校（专修学
院，面向高中毕业生，从事自考
助学、 成教函授和远程教育等
办学业务）、中等职业学校（面
向初高中毕业生开展中等职业
教育）和艺体高考培训学校（面
向高中阶段学校艺体生开展应
考专业培训） 进行分类整理，办
学评估结果一目了然。 相关负
责人表示，民办学校、培训机构
好不好，广告不一定作数，但评
估结果绝对权威。

【民办中职学校】
31所学校，5所须整改

长沙市教育局公示了31所
民办中职学校信息，在去年的评
估中，湖南三一工业职业学院中
职部、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中职
部、 湖南省中南艺术学校等10
所学校获评优秀。长沙市唯上商
务科技学校、长沙涉外旅游职业
中专学校、长沙湘江科技中等职
业学校、 长沙经贸职业中专学
校、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中职
部等5所学校须整改。

【自考、成教学校】
16所非学历教育高校

通过自考或成人高考获取
学历， 也是不少考生的选择。长
沙市教育局开展自考助学、成考
函授等办学业务的非学历教育
高等学校共16所。 长沙实验外
国语专修学院、湖南社会科学专
修学院获评优秀，这两所学校既
具备自考助学资质，也具备成教
函授资质。 湖南商务进修学院、
长沙春秋进修大学须整改。

除了非学历教育高校，不少
职业院校和培训学校也开展了
自考或成教业务， 据统计共有
22所。

【艺体高考培训学校】
54所学校，5所须整改

根据长沙市教育局公示的
结果，长沙目前合法的艺体高考
培训学校共54所， 大部分位于
岳麓区。

54所学校中， 长沙市岳麓
区微力量艺术培训学校、长沙市
岳麓区永辉艺术培训学校等15
所学校在去年评估中， 获评优
秀。另外，长沙市开福区艺培艺

术培训学校、长沙市天心区群星
艺术培训学校两校须限期整改。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田家炳先生走了，长沙千余师生缅怀
“百校之父”1995年捐资建长沙市实验中学东校区 曾先后在湖南捐赠四所学校

民办中职学校办学水平怎样？艺体高考培训哪些值得去？
民办中职学校等评估结果权威发布

长沙市城区普高指标生
录取名单公示

本报7月10日讯 今天，
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公布今
年长沙市城区普通高中指标
生录取公示名单，2265名考生
有望被一中、师大附中、长郡、
雅礼、明德、周南等学校录取。
公示无异议后，将确定指标生
提前录取正式名单。具体名单
可通过长沙市教育局官方微
信公众平台“长沙教育”查询。

■记者 陈舒仪

大图：7月10日，长沙市实验中学师生举行哀悼活动，缅怀田家炳先生。 通讯员 刘懿夫 摄
小图：1996年11月4日，田家炳先生出席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举行的第一期工程竣工庆典活动。（资料图）

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
和军校本科征集志愿计划公布

扫码看各学校的评估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