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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时间敲定，命题提出新要求
6月7日-�8日全国统考，命题要求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减少死记硬背的知识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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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教育部下发相
关通知，公布今年高考考试时
间：6月7日9:00至11:30语文；
15:00至17:00数学。6月8日
9:00至11:30文科综合/理科综
合；15:00至17:00外语， 有外语
听力测试内容的应安排在外语
笔试考试开始前进行。教育部要
求，各省(区、市)考试科目名称与
全国统考科目名称相同的必须
与全国统考时间安排一致。省级
统考和高校的招生考试时间，分
别由各省级招委会和高校按照
教育部有关要求确定并发布。

当下， 包括湖南在内的多
个省份正在稳步推进高考综合
改革。教育部要求，要深化考试
内容改革。 今年高考命题要充
分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
求，以立德树人为鲜明导向,减
少单纯死记硬背的知识性考
察， 推动学生关键能力和核心

素养在教学和考试中的落地落
实，助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推进高中综合素质档案使
用。 各地要指导中学进一步完
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制度，强
化监督和公示， 确保内容真实
准确。 有关高校要积极探索在
保送生、 自主招生等类型中使
用综合素质档案， 加强对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的考查评
估， 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
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 改变简
单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

同时， 要探索在高校组织
的考核中增设体育测试。 有关
高校要在保送生、 自主招生和
高职院校分类招考等类型的学
校考核中，积极增设体育测试，
测试项目由高校自定， 测试成
绩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 引导
考生更加重视体育锻炼。

■记者 黄京

本报4月15日讯 今天，《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GB17761-2018） 强制性国家
标准正式实施。 新国标规定电
动车必须具有脚踏骑行能力、
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25km/h、
整车质量 （含电池） 不超过
55KG等。

长沙交警提醒， 交警部门
将加强对“电摩的”、快递、外卖三
类电动车的违法整治。今天起，请
市民购买、 使用符合国标的电动
自行车， 避免因不符合国标而无
法上牌，而不能上道路行驶。

长沙交警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国家规定，对于在用超
标的电动自行车， 将采取综合
施策，设置过渡期，稳妥淘汰在
用超标电动自行车。 对在用不
符合新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设
置过渡期， 原则上不超过3年，
发放临时号牌。 对未按规定领
取临时号牌以及过渡期满后仍
上路通行的，严格依法查处。交

警部门将联合相关部门、 行业
协会，推动快递、外卖企业和党
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
率先使用合标电动自行车。此
外， 还将推动政府或电动自行
车生产、销售企业，通过以旧换
新、 折价回购、 发放补贴等方
式， 加快淘汰在用超标电动自
行车。

新国标实施后， 长沙交警
将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
管理工作， 建立完善登记管理
制度，严把“登记关”。交警部门
将提请政府建立完善电动自行
车登记管理制度， 建设电动自
行车登记管理系统， 严禁为未
获CCC认证的车辆登记上牌。
其次将严格路面秩序管控，严
查重点交通违法。

民警提醒，即日起，请市民
购买、使用符合国标的电动自行
车，避免因不符合国标而无法上
牌，而不能上道路行驶。

■记者 虢灿

本报4月15日讯 根据长
沙市教育局安排，长沙城区中
小学入学网上报名今晚24点
截止，在此之前，入读小学的
适龄儿童、 入读初中的跨区
生、 外地回长生和配套生、中
考外地回长生等仍可进行网
上报名。报名结束后，有哪些
情况需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注
意呢？今天，长沙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不少家长关心， 为什么小
学入学报名成功后却迟迟未收
到学校通知？对此，相关负责人
解释，小学入学报名后，请各位
家长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即可。
区县教育局以及学校会有相应
工作安排， 到时候会和家长联

系。 家长可关注所报名学校以
及当地区教育局的官微和官
网，了解详情。

另外， 相关负责人还特别
提醒，报名结束后，小升初跨区
生、初升高跨区生、外地回长生
需要在4月28日—4月30日之
间， 前往长沙市广播电视大学
顺星桥校区内（蔡锷中路顺星
桥48号）进行资料复核。

还有部分家长咨询， 因特
殊情况未能报上名该怎么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个别因客观
原因未能及时进行网上报名的
学生，也不要着急，可在教育行
政部门或学校资料审核的时
候， 携带资料前往现场进行办
理。 ■记者 黄京

长沙城区中小学入学
网上报名后记得这些事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今日
获悉，常益长铁路正进行线路施
工招标，计划6月全面开工；黔张
常铁路计划今年11月试运行。

厦渝铁路在湖南分为黔张
常、常益长、长赣三段建设。目
前，长赣铁路正进行前期工作；
黔张常铁路正进行站房等收尾
工程建设， 计划9月联调联试，
11月试运行。

备受关注的常益长铁路即
将于6月全面开工。其中，常德
站站房正进行设计招标， 将在
原石长铁路常德站场址上改扩
建。常益长铁路正线全长157.3
公里，全线共设常德、汉寿南、
益阳南、宁乡西、长沙西5个车
站。常益长铁路建成通车后，我
省将实现“14个市州通高铁”的
目标。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徐颖奇 覃佐富

常益长铁路
计划6月全面开工

4月15日， 滴滴顺风车负责
人张瑞通过顺风车官方微博发
布了“滴滴顺风车致大家的一封
信”， 提到顺风车在下线期间的
反思，公布“回归顺风车本质，尽
全力抵制非法营运”、“去掉个性
化头像和性别等个人隐私信息
显示”等五大整改措施方向。

张瑞透露，去年两起顺风车
事件后，滴滴加大了客服资源投
入，提高客服处置能力，在各个
环节展开了全面的安全隐患排
查，投入大量资源升级整个客服
体系。此外，公开信中还提到顺
风车用户准入信息筛查持续加
强，尽最大努力杜绝人车不符。

同时，顺风车也会接入滴滴
平台专门成立的安全响应中心，
只要涉及安全类的投诉，全部交
由专人第一时间处理，降低安全
投诉被误判或积压的概率。在去
年9月的滴滴平台安全整改中，
滴滴组建了7×24小时的应急指
挥中心，为突发事件提供全方位
支持，同时成立“警方调证对接
工作组”并优化调证流程。

张瑞表示，后续将逐步公布
更多产品改进方案和安全策略，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并尽全
力照顾好逝者家人，全力以赴提
升出行安全。

■记者 潘显璇

新国标正式实施，长沙交警提醒
新购超标电动自行车将无法上牌

滴滴顺风车公布整改进展：
提出五大整改方向 持续共建安全出行

本报4月15日讯今日下午，
2019中国森林旅游节第十一届
中国（浏阳）大围山国际杜鹃花
节在长沙举行推介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以“人间四月芳菲尽·围
山杜鹃别样红”为主题的杜鹃花
节将于4月20日—5月26日举
行。届时，将举行空中赏花、“杜
鹃花海”万人抖音活动、“杜鹃花
海”旗袍秀表演、美食文化节、客
家文化山歌表演、 摄影大赛、精
品杜鹃花展览等系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5月10日、
11日， 也是杜鹃花节会举办期
间，第十四届中国（浏阳）国际花
炮文化节焰火大会将在浏阳启
幕，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出的四支
国外顶级焰火燃放队伍，将通过
烟花与音乐的交融，给观众带来
顶级视听体验。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周浩 通讯员 潘敏

大围山
高山杜鹃开花了

图片·新闻

4月15日， 由詹天佑
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中
国铁道博物馆主办，中南
大学承办的“逐梦京张，追
思百年———纪念詹天佑先
生逝世100周年巡展仪
式”在中南大学铁道校区
举行，缅怀先生之精神与
贡献。 记者 刘镇东

通讯员 杨涛 摄影报道

纪念詹天佑
逝世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