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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记者刚刚从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今年湖
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三批录取
工作于8月12日结束，共录取新生
23888人。至此，我省今年本科层
次的录取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专科层次的录取包括专科
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专科提前
批录取安排在8月14日至15日进
行，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共72
所，在湘招生计划为6867人。

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为8月
16日至24日， 在湘招生院校共
599所，招生计划为125490人（不
含高职单独招生计划）。 高职专
科批平行一志愿完成录退确认
后， 省教育考试院将于8月20日
前公布未满额院校的第一次征
集志愿计划，考生填报征集志愿
的时间为8月20日8:00-18:00；
第一次征集志愿完成录退确认
后仍不满额的院校，省教育考试
院将于8月23日前公布其第二次
征集志愿计划，考生填报征集志
愿的时间为8月23日8:00-18:

00。按照政策规定，在湘院校若
线上生源不足，可按考生填报的
征集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降分投
档，降分幅度控制在本批次录取
控制分数线下20分之内（经省教
育厅批准的省内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的特殊专业最大降分幅度不超
过30分）。其中，普高艺术、体育类
专业生源不足时， 文化最大降分
幅度为14分， 专业最大降分幅度
为6分；职高对口艺术类生源不足
时， 文化和专业最大降分幅度均
为10分。 降分投档以考生填报的
征集志愿为依据。 ■记者 黄京

全省高校267个学科申报“双一流”
申报认定分四个类别，面向所有学校开放 中南大学申报33个，数量最多

我省高考本科三批录取结束，共录取新生23888人

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今起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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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全国家庭
过期药品回收联盟” 昨日宣布，
第二季药品回收活动将于即日
起至8月31日进行，包括长沙消
费者在内的17座城市居民可以
在所居住城市的部分线下药店
进行回收与换药，或一键呼叫快
递小哥上门收取过期药品。

由联盟发起方之一———阿
里健康开通的线上回收路径，
只需简单三步：首先，通过手机
淘宝、 支付宝等APP扫描药盒
上以数字“8”开头的20位追溯

码， 在跳转出的详情页上找到
“过期药回收”入口；其次，进行
家庭地址、 联系方式等资料填
写，一键召唤菜鸟联盟快递员；
最后， 快递员免费上门取走过
期药，完成回收全流程后，用户
还可领取由商家派发的、 用以
鼓励用户公益行为的优惠券。

除上门回收外， 联盟还在
线下200多个城市以及广药白
云山天猫旗舰店同步开展换
药。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周碧波 李彬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今日
获悉， 我省高校已启动“双一
流”学科建设项目，省教育厅共
受理了全省高校267个学科的
申报材料。

目前， 省教育厅已对除国
防科技大学以外的申报材料进
行公示， 接下来还将组织专家
对学校申报的学科分别进行认
定与遴选，提出“双一流”学科
建设项目建议名单， 并对项目
名单发文公布。

申报认定分四个类别

根据《湖南省全面推进一
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
案》，我省“双一流”打破身份固
化， 面向所有学校开放。“双一
流”学科建设项目申报时，分世
界一流建设学科、 国内一流建
设学科和国内一流培育学科、
应用特色学科四个类别， 按一
级学科申报。其中，世界一流建
设学科、 国内一流建设学科和
国内一流培育学科面向具有硕
士或博士授予权的高校申报，
应用特色学科面向不具有硕士
学位授予权的本科学院申报。
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9月，国
家公布了“双一流”建设学科，
湖南共有国防科技大学、 中南
大学、 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
学四所高校的12个学科入围，
此次， 这12个学科将可直接认
定为我省“世界一流建设学
科”。

除世界一流建设学科以
外，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进入B+及以上的学科，经学
校申报，可直接认定为我省“国

内一流建设学科”。除了直接认
定外， 学校可自主推荐国内一
流建设学科。据统计，全省15所
高校共申报64个国内一流建设
学科。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进入B、B-及C+的学科，可
直接认定为“国内一流培育学
科”。全省高校共有80个学科申
报。

“应用特色学科”则采取学
校根据指标限额推荐申报、专
家择优遴选的方式确定。 全省
有22所高校共申报了 111个
“应用特色学科”。

中南大学申报数量最多

从公示材料来看， 中南大
学申报的“双一流”学科建设项
目最多达33个， 其中包括4个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20个“国
内一流建设学科”和9个“国内
一流培育学科”；湖南大学紧随
其后，共申报29个；国防科大和
湖南师范大学则分别为16个和
21个。此外，湘潭大学、湖南农
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
南中医药大学、南华大学，以及
今年新调整到本科一批招生的
湖南工业大学、吉首大学、湖南
商学院和湖南理工学院， 也都
分别申报了“国内一流建设学
科”和“国内一流培育学科”。申
报“应用特色学科”的22所省属
高校中， 衡阳师范学院和湖南
文理学院申报数量为9个，湖南
工程学院为8个， 邵阳学院、长
沙学院等有7个。

■记者 黄京

近日， 济安金信公募
基金二季度评级报告最新
出炉， 全市场92只符合评
价标准的QDII基金中，获
得综合评级“五星”的产品
仅11只，其中，海外投资实
力领先且产品布局多元化
的工银瑞信就独占两只，
分别为工银全球精选股票
和工银全球股票。 据银河
证券数据，今年以来截至8
月 8日 ， 这两只股票型
QDII基金今年以来涨幅
分 别 高 达 13.92% 和
9.24%。此外，工银瑞信旗
下债券型QDII基金———
工银全球美元债人民币A
今年以来也凭借4.69%的
收益居同类第一名， 股债
俱佳。

Wind数据统计，今年
以来截至8月8日， 全市场
172只QDII基金的超额收
益排名， 工银全球精选股
票以12.13%排第3名，工银
全球股票以10.91%位居第
6名。 经济信息

近期， 华夏基金推出新产
品———华夏产业升级基金， 为投
资者打造产业升级一键布局“利
器”， 分享产业升级景气向上带来
的机遇。 作为一只主题投资产品，
华夏产业升级基金将重点挖掘中
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市
场红利，包括A股和港股市场上新
技术、新模式、新环境带来的产业

升级机会。同时，由于产业升级类
的投资机会不仅仅限于某一种投
资风格， 或者是某几类行业和板
块，华夏产业升级基金也将通过全
行业选股、系统性研究，对受益
于产业升级、处在基本面拐点、但
被低估的企业进行前瞻性布局，
力求以更高性价比的方式全方位
把握产业升级机会。 经济信息

在严监管及去杠杆等多重
因素影响下，诞生20周年的公募
基金正日益成为广大百姓理财
的重要选择。 银河证券统计，截
至2017年底， 管理资产合计达
11.6万亿元，持有人每年都以亿

户的级别在增加，其中天弘基金
旗下公募产品的持有人户数超
4.85亿。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天
弘基金自成立以来旗下公募基
金累计更为投资者赚取超过
1600亿元的收益。 经济信息

过期药品回收 足不出户就可更换
华夏基金推出主题投资“精品”

公募规模11.6万亿 天弘基金获近5亿基民点赞

工银瑞信旗下两只
QDII获济安金信
“五星”综合评级

基金资讯

关爱
“城市美容师”

8月13日， 志愿者给环卫
工人赠送防暑物品。 当天，长
沙银行联汇支行开展送清凉
活动，党员志愿者向工作在一
线的环卫工人送上防暑降温
物品。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陈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