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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2日讯 记者今天上
午从龙骧集团获悉，今日起，长沙
汽车西站原短途发班区整体搬迁
至现在的长途发班区，到汽车西站
乘车的旅客请全部到长途发班区
购票乘车。

汽车西站原本设有短途发班
区和长途发班区两个乘车区域，短
途发班区靠近汽车西站公交总站，
是一个临时过渡站，离售票窗口有

一定距离。为了方便乘客，确保实
名制乘车，从6月12日起，汽车西
站原短途发班区（C区）将取缔。该
区开往常德、汉寿、湘潭、益阳、沅
江、桃江等热线班次，全部搬迁进
入长途发班区（A、B区）。

今天起，来汽车西站乘车的
旅客， 无论乘坐长途还是短途
车，均在汽车西站主体大楼购票
乘车。 ■记者 石芳宇

本报6月12日讯 昨天上
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组） 化工生产技术赛项开赛
式在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 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的
141名选手将展开较量。 据悉，
经过十余年发展， 技能大赛已
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奥赛”。

上午9点多，记者到比赛现
场“探班”。精馏实操考核赛场
设在湖南化工职院现代化工
技术教学型实训基地。学院院
长王雄伟介绍，选手比拼的内
容紧贴生产实际和产业发展
需求。以精馏操作为例，所有
选手要根据规定，完成实际生
产中的开车前准备、 开车操
作、生产运行、停车操作等环
节， 同时按实际工业生产要
求， 考核其所得产品产量、质
量、 生产消耗、 规范操作等。
“可以说， 从这个比赛走出来
的高手，也完全能胜任行业内
各企业工作职责。”

就在湖南化工职院承办此
次大赛前夕， 该校选手在今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化工生产技术” 赛项上获
得一等奖， 这也是该校连续第
三年拿到一等奖。王雄伟表示，
技能大赛的开展， 学校教学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
最初的实践教学， 可能只是带
领学生去工厂里参观设备，但
现在通过承办赛项， 投资1000
余万元， 建成了国内一流的现
代化教学型实训基地， 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综合技能大大增强，
实现了毕业即上岗，受到企业欢
迎。同时，借助比赛，该校还打造
了一批高水平师资队伍，正在努
力将应用化工生产技术专业群
建成国内高水平专业群。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陈丹 耿星

申请材料：报名表、户
口簿、 学历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照片等。

费用：一般说来，在香
港读四年大学费用在 70
万—80万港币； 澳门费用
相对低一些， 大致在 40
万—50万港币。

奖助学金： 各高校为
成绩优异的考生提供丰厚
的奖学金。值得注意的是，
能拿到全额奖学金的是很
小一部分考生， 绝大多数
考生需要自费。

签证：一般情况下，申请
学生签证的时间为4-6周。内
地学生获录取后， 应立即着
手办理申请香港、 澳门特区
入境签证手续。 学校会在发
出录取通知书的同时， 把香
港、 澳门特区入境签证申请
表格一同寄给考生。

适应：港澳的教学氛围
是极其自由的，大学没有班
集体，也没有班主任，很多
事情都要靠自己，这种自由
的学习环境就要求学生具
备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21所港澳高校向湖南学子伸橄榄枝
两种招生方式，大部分对高考及英语成绩有要求 各高校为成绩优异考生提供丰厚奖学金

每年，我省都有不少考生选择到香港、澳门高校读
大学。 三湘都市报记者12日从我省教育部门获悉，经
教育部同意，今年共有21所港澳高校招收我省高中毕
业生，其中香港15所，澳门6所。已报名参加2019年湖
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
可报考该21所高校。 ■记者 黄京

今年在湘招生港校新增3所

今年， 在湘招生的港澳高校
共有21所，其中香港地区有15所，
分别是： 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
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
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浸会大
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
港树仁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
演艺学院、珠海学院、香港恒生大
学、 东华学院和香港高等教育科
技学院。 澳门地区共有6所高校，
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门镜
湖护理学院、澳门城市大学。

据介绍，和往年相比，今年
在湘招生的高校增加了3所，分
别是香港恒生大学、 东华学院、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这3所
港校是经教育部同意，今年面向
湖南、北京、上海等19个省份试
点招收自费生。在19个省份的招
生计划分别是： 香港恒生大学

150人，东华学院50人，香港高
等教育科技学院50人。

这21所港澳高校有两种招生
方式， 一种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
港城市大学2所高校采用的统招
方式： 即由省招生办统一公布招
生计划、统一安排考生填报志愿、
统一实行远程网上录取。 两所高
校在我省安排在提前批次录取。
考生在填报这两所高校中的任何
一所时， 还可填报其他本科第一
批次的内地高校； 其余19所高校
采用独立招生方式： 招生计划不
分到省，考生须参加高考，并按照
港校的要求报名， 参加学校单独
组织的笔试和面试， 由学校根据
考生高考成绩和其他要求录取新
生。 凡被香港13所独立招生院校
录取的考生， 不再参加内地高校
远程网上统一录取。 报名程序和
要求可登录各高校官网查询。

大部分高校对英语有要求

根据港澳高校要求， 考生的
高考成绩首先要达到报考学校规
定的分数线， 比如香港公开大学
要求考生成绩需达到一本线或二
本线， 成绩达到一本线可申请奖
学金。 澳门大学要求高考成绩达
到一本线或以上，择优录取。

此外，大部分港澳高校都会
对考生的英语成绩提出要求，如
香港中文大学规定，以150分为
标准满分计算，自费生须达120
分或以上，奖学金生则须达130
分或以上； 香港教育大学则规
定，内地应届高考生高考英语分

数必须达到110分或以上，部分
课程要求高考英语分数必须达
到120分或以上。 由此可见，英
语成绩好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
具有优势。

部分院校还要求入围学生
参加面试，例如，香港公开大学
要求学生需接受面试及按个别
课程的要求参与笔试；岭南大学
的面试还将以英语沟通、小组形
式进行，主要考核考生的综合素
质，包括英语能力、应对与沟通
能力、分析、表达及组织能力和
对拟修读专业的认知等。

报考港澳高校须知

高考后“毕业游”搜索预订暴涨500%
跟团游成首选，四成人花费2900元以上

化工界技能高手
湖南大比拼

长沙汽车西站短途发班区撤并
所有乘客乘车均在长途发班区

6月9日， 全国高考结束，今
夏第一波出游高峰随即到来。6
月12日， 记者从线上平台了解
到， 高考后一天内，APP上关于
毕业旅游相关线路产品的搜索、
预订量暴涨，各门店在高考后迎
来报名高峰。

跟团游成“毕业游”首选

高考结束后，全国超过1000
万考生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为
了避开23日后填报、调剂志愿的
时间段，不少人选择在考完后就
开始自己的毕业旅行。据国内最
大的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携程的
数据显示，高考后一天内，该APP
毕业旅游相关线路产品的搜索、
预订量，相比之前暴涨500%。

携程度假产品大数据显示，
从目前毕业游的搜索预订看，
35%的毕业生花费1700元以下，
主要是国内中短途线路；24%的
人计划花费1700元到2900元，
以国内3到5天的跟团游、自由行
产品为主；有41%的人花费2900
元以上，比例最高，其中一些出
境游花费高达一两万元。 此外，
游览海内外高校，也成为高考生
的潮流。

在旅游产品选择上，出人意
料的是，跟团游成为“毕业游”首

选。业内人士分析，这个年龄段
的人群选择跟团， 主要从安全、
省心、省钱考虑。“此外，跟团游
越来越时尚、个性化，也是吸引
高考毕业生的重要原因。”

门店迎来报名、咨询高峰

除了线上预订外，也有不少
父母带着孩子到就近的旅行社
门店咨询报名。

“最近我们接待的咨询还是
挺多的。” 湖南海外旅行社负责
人表示，“现在学生们出游越来
越趋向于主题定制化，所以我们
一般都是根据情况来定制。”

“如今除了传统的一家人出
游外，还有以家长会为群体的小
旅行团来咨询。”该负责人表示，
有些家长因工作等原因无法与
孩子一同出行，就选择以家长会
组团的形式，集体出行。“这也是
近年来的一个旅游新趋势。”

携程旗下7000多家门店也
在高考后的星期天迎来报名高
峰， 部分门店一天签约几十订
单，是平时的2到3倍。一位携程
门店的店主介绍说，“高考后一
天内，自己和几个员工从10点左
右开始一直忙到晚上10点，暑期
部分出境游热门线路即将售
罄。” ■记者 丁鹏志

6月12日，长沙市博物
馆， 市民在参观展览。当
天 ，“中 国 艺 术 新 视 界
2019”———国家艺术基金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美术、
书法、摄影、工艺美术）作
品巡展长沙站开幕， 展览
以“楚韵生辉”为主题，展
出近年来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下青年艺术工作者潜心
创作的艺术作品。

记者 郭立亮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