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Y1、Y2分别表示某等级原始分数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T1、T2分别表示相应等级的赋分区间的下限和上限；Y表示考生
的原始成绩，X表示考生转换后的等级成绩。考生原始成绩正好
为原始分数区间上限或下限时，不需要按转换公式计算，相应的
赋分区间的上限或下限分数即为该考生的等级成绩。

在选科时，如果出现了某门科目普
遍觉得难学，不容易拿高分，就选择避
开这门科目，最终造成选这门科目的人
特别少怎么办？

《办法》提出，将建立再选科目托底
保障机制。当再选科目中某科目考试人
数少于保障基数时， 以保障基数为准，
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保障基数按照
国家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的需求等因素
予以确定。

【示例】比如，小湘在参加2021年高
考时， 假设湖南只有2万名考生选考政
治，但是2万人不能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根据此前的测算，政治选考人数最低的
保障基数为3万人。这个时候，就启动保
障机制， 以保障基数3万人为基数进行
赋分。这样，考生所在等级将会提高，所
得到的赋分成绩也将提高。

例如， 本来只有前3000名学生才能
进入前15%，位于A等级。启动保障机制
以保障基数3万进行赋分后，考入前4500
名的考生都可以进入A等级， 得到86分
以上的赋分成绩。这样一来，对于排名第
3001名到4500名的考生来说， 赋分成绩
提高了一档，从原先的B等级进入了A等
级，赋分以后最多可以多得15分。

这样做，可以科学引导学生选科，保
证考生选考的均衡性。 使选考情况尽可
能与国家选才育才需求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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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毅君遗失星海音乐学院作曲
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2012 年 7 月
1 日的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
105871201205000235 以及本科学
位证书, 编号 1058742012000235，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市澄洪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毛根生，电话 18821888118

遗失声明
吉忠国———吉首市红旗门市场一
楼摊位 １ 号遗失吉首市食品药
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05月 10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310160001813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市城区营销服务部遗失华泰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2018版人身保险投保单 17 份,
单证号码如下：
0006043148、0006053641、
0006053656、0006053657、
0006053760、0006053842、
0006055311、0557535314、
0557535315、0006055317、
0006055346、0006055741、
0006055745、0006055753；
0006758451、0006758465、
0006758466； 以上投保单
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望城综催月亮岛〔2019〕1 号

湖南捷顺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本局办理你公司随意倾倒

建筑垃圾案， 因你公司无法联
系， 我局于 2019 年 01 月 17 日
对你公司依法登报公告送达了
《行政处罚决定书》（望行综处月
亮岛[2018]101号）。你公司未在
规定期限内履行上述处罚决定。
现对你公司依法进行催告，请你
公司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确
定的义务：向指定银行如数缴纳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
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即每逾期一日加处
罚款人民币 1500元）。请你公司
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
我局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提出的
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年 4月 24日

阳政宾，男，身份证
43042219640904303
9。 4 月 16 日 19 时
左右，群众发现倒地
后报警，公安送往长
沙市八医院急救，诊
断为急性脑梗死可

能，现病情危重。 我站多方寻亲
未果。 请家人速与我站联系，
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 4 月 24日

寻亲启事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遗失声明
长沙宏成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湘 A7923 挂(黄色)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10020325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金景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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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吴妮，电话 18670373535

◆向升瑜遗失湘潭万达广场写字
楼 A-12117 的购房收据 ,收据号
0017017,金额 40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任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代码 4300171130，
号码 0675264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通达管业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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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韶，电话 15886409749

遗失声明
蔡鸿蔚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8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0105MA4Q1D287X，
声明作废。

◆胡佳星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6
2204199008264846，声明作废。

◆李佳萱（父亲:李天佑，母亲:李
达欧）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2968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彭公庙水稻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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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国，电话 15886517615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龙街道雪域床上用品
商行遗失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11 月 7 日核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21MA4P7
X70XT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王海潮（身份证号码为 4108211
98209182537）遗失北纬 28 度鸿云
H4 栋 707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
证字轨为（141）湘地现 05446481，
2016 年 9 月 19 日开具）第一联
和第四联，缴纳契税 3388.89 元，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楚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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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思 电话：15874062325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宇雄水果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7 年 4 月 2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30105MA4LL8R52J，
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企业原法人姓名：雷功伟，现变
更为：李强
联系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五一大
道 926号
联系电话：0731-89677677
单位名称：长沙市开福区艺术三
和医疗美容门诊部（普通合伙）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吉首市鑫哥烤肉拌饭店遗失吉
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4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3101
MA4QCQTGXJ，声明作废。

◆谷敦武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书，专业:水利水电(增项)，考
试通过年份:2013 年， 证书编
号:无，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屺石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全体社员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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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水华，电话 13622936806

注销公告
隆回县兄弟农机化服务专业合
作社经全体社员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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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奖洪，电话 18473955123

减资公告
隆回园湘通快递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100 万
元人民币减至 50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王旭东，电话:18173919505

清算公告
岳阳正建塑料有限公司经公司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存分，电话 13906663993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明德教程设计工
作室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0 年 6 月 2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11600294971 遗失长沙
银行东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10012437501，开户
行:长沙银行东塘支行；遗失公
章一枚，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姊妹粉馆遗失沅陵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07年 6 月 11 日核
发注册号 431222600122200 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荣达肉牛养殖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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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平，电话 13607471228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至纯至美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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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梅，电话 13975095919

注销公告
张家界龚家垴果蔬种植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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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国齐 18074427111

◆欧一方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17 年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身
份证号：43012419951227005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石宝西瓜种植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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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雷长苟，电话 18273267338

新高考再选科目等级赋分到底怎么算
湖南考生的一场“穿越”之考，带你全面读懂这个新概念

湖南新高考方案公布，改革力度空前。目前正在读高一的学
生是首批“吃螃蟹”的考生，关于新高考的问题很多，其中比较集
中的一个是关于再选科目的“等级赋分”。

这是一个在湖南高考中首次出现的词，什么是“等级赋分”？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具体会怎样转换？能确保公平吗？4月24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省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 借助权威人士
对“等级赋分”的解读，我们随湖南考生小湘穿越到两年之后的
高考，看看他们的选考科目成绩是怎样通过“等级赋分”呈现出
来的。

■记者 黄京

按照新高考规定，选考科目
由学生在政治、 地理、 历史、物
理、化学、生物学6门中选择3门。

考生进行选科时， 考虑的
角度各不相同。有人按照自己
的兴趣来选，有人按照自己想
报的专业来选，还有人选择了
自认为更容易学并且能拿高
分的科目。当考生再选科目各
不相同时， 等级赋分的方式可
以保证成绩呈现的可比性和公
平性。

【示例】比如，小湘喜欢医
学，也对时事政治很感兴趣。因
此在选科时， 他的首选科目是
物理，再选科目为政治和生物。
而他的同班同学小星， 首选科
目也选了物理， 再选科目选了
化学和生物。某次考试，化学科
目试题比较简单， 政治考试试
题很难，小湘的政治只拿到了80
分，排在班级第6名，小星的化
学科目尽管考了88分，但排在班
级第20名。

在这种情况下，小湘、小星
这两门不同的再选科目， 如果

都用原始成绩来计入总分计算
排名，小湘显然更“吃亏”———
虽然他政治科目的考分低，但
是排名远比小星的化学科目要
高。 将不同科目的原始分直接
相比，既不公平也不科学。因此
必须按照一定规则， 对两人的
选考科目成绩转换成等级分，
相当于将不同科目的“绝对分”
转换为“位次分”来进行比较，
保证转换后两人选考科目成绩
的排序维持不变， 由此解决选
考科目不同、 难度不同带来的
原始分不可比的问题。

按照我省《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成绩计入高
考录取总成绩办法》（下称《办
法》），再选科目成绩以等级赋
分转换后的等级成绩呈现。具
体为：等级赋分以30分作为赋
分起点，满分为100分。将考生
每门再选科目考试的原始成
绩从高到低划定为A、B、C、
D、E五等，各等级人数所占比
例分别为 15% 、35% 、35% 、
13%和2%。 转换基数为实际

参加该再选科目考试并取得
有效成绩的人数。 转换时，将
A至E等级内的考生原始成
绩， 依照等比例转换法则，分
别转换到100～86分、85～71
分 、70 ～56 分 、55 ～41 分 、
40～30分五个等级分数区间
（具体等级比例和赋分区间见
下表），根据转换公式计算，四
舍五入得到考生的等级成绩。
转换后的等级成绩一分一档，
考生排序不变。

【示例】假设在2021年高考中，小湘的政治原始成绩为84分，
在当年考生中排在前3%。根据前面的等级赋分表格，该成绩位于
A等，赋分区间为100-86分。同时，假设2021年政治考试成绩，A等
级的原始分数区间为98-82分。按公式经过转换以后，小湘的等
级成绩为88分，最后就以这个成绩计入他的高考总成绩。

（X=87.75，经四舍五入得到小湘最终
的成绩为88分）

等级赋分具体怎么操作？如何转换？
30分作为赋分起点，分为五个等级

为什么要对再选科目实行等级赋分？
将“绝对分”转换为“位次分”，保证成绩的公平性

某门科目选择人数过少咋办？
建托底保障机制，保证选考均衡性

等级赋分转换公式如下：

等 级 A �����B ����C ����D ���E

比 例 15% ���35% ��35% ��13% ��2%

赋分区间 100-86 85-71 70-56 55-41 4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