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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7日讯 手机欠费没信
号， 又没连上Wi-Fi怎么办？7月5
日，微信和三大运营商共同打造绿
色缴费通道，让停机、断网的手机用
户也能及时给自己充话费。

据了解，用户手机停机后，所
属运营商将给用户发送包含链接
的短信内容，引导用户缴费。即使
用户没有收到缴费短信， 只需打

开浏览器访问网站并保持数据流
量开启， 浏览页面将自动跳转到
“绿色缴费通道”web页面上。

上述“绿色通道”类似于三大
运营商的“内网”，微信团队据此
改造后， 用户进入绿色缴费通道
时， 可自动识别匹配机主用户身
份， 并根据手机号码向用户展示
缴费引导页面， 此举不但能让用

户第一时间缴纳欠费， 还不消耗
运营商过多的流量资源。

目前，该功能已在湖南电信、
广东移动、青海移动等地上线，覆
盖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
川、 青海等地的100多个城市。预
计这项服务年底上线数量将超过
20家，覆盖用户量过亿。

■记者 黄亚苹

本报7月7日讯 昨天上午，由
长沙和湘潭两市共同组建的湖南
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这标志
着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建设正
式拉开序幕。

西环线一期工程计划2019年
9月开工，2023年12月底通车试运
营，总工期4年，估算总投资为95
亿元。该项目起于湘潭北站，线路
主要沿潭州大道向北敷设，途经九
华科教城、观音港、巴溪大道、学士
路、巡抚路，止于山塘站（不含）。

线路全长17.13km（湘潭段7�
km，长沙段10.13km），其中地下
段长约6.66公里、 高架段长约9.5
公里、过渡段长约0.97公里，共设
车站8座、地下站4座、高架站4座。
设车辆基地一座，于北津站接轨。
线路预留北延至长沙西站（二期
工程）。项目初期和近期车辆设计
时速80公里， 远期车辆设计时速
120公里，初期、近期和远期车辆
均采用6辆编组。

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建设
是构建长株潭半小时交通圈，推
动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将加快长
沙和湘潭之间融城发展， 优化城
市空间布局， 支撑湘江西岸重点
区域的发展。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通讯员 周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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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7日讯 7月8日，
我省今年高招录取正式启动。
从7月9日起， 考生可查询到自
己的录取状态。 我省录取工作
有哪些流程？ 投档规则是怎样
的？怎样才能查询录取动态？省
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对此进
行了解答。（扫报眉二维码看高
招录取时间表）

三种方式
查询高考录取动态

据介绍，今年，考生可通过
三种方式查询高考录取动态。
一是网站查询：登录“湖南招生
考试信息港 ”（http://www.
hneeb.cn），考生输入考生号和
密码，可查询录取动态。二是微
信查询：添加微信公众号“湖南
招生考试信息港 ”（ID：hu-
nan-zhaokao）和“湖南考试招
生”（ID：hnkszswx）查询。三是
短信查询： 湖南移动用户通过
发送“LQZT#”加“考生号”的后
10位 (如:LQZT#0102030405)
到1065899266查询。

我省今年高考录取状态查
询7月9日开通， 每天将按规定
更新。 考生可查到的状态包括：
“自由可投”“已经投档”“院校在
阅”和“录取”等四种。不过，需要
提醒艺术类考生，安排在本科提
前批录取的艺术类院校（专业）
于本科提前批开始录取，但因招
生院校一般要在了解全国各省
生源情况后，才能决定在我省的
招生数量，所以录取时间可能会
适当推迟，有的高校要到本科二
批投档前才能录取结束，在此期

间， 省教育考试院会将已录取结
束的艺术院校名单在湖南招生考
试信息港上公布。

两种投档规则
录取流程有六个环节

据介绍， 我省今年普通高校
招生投档规则按志愿结构不同分
两种： 一是非平行志愿（顺序志
愿） 的投档规则， 即在上线考生
中，按志愿优先的原则，先投一志
愿符合条件的考生， 按排序分数
从高到低顺序出档， 一志愿考生
录退结束后，再投二志愿考生。比
如，本科提前批“非军事院校”志
愿中的“非定向”志愿和“国家专
项计划（提前批）”志愿就是非平
行志愿。二是平行志愿投档规则。
它适用于本科提前批“军事院校”
志愿、“国家专项计划”志愿、本科
一批至高职专科批次（专科提前
批除外）的“非定向”志愿等。

我省录取工作流程包括六个
环节， 分别是“确定调档比例”、
“设置调档模板”、“计算机投档”、
“办理录退确认手续”、“完成录
取”、“邮寄录取通知书及有关资
料”。 高校招生录取时不能进行
“点录”，同时我省规定，已被高校
正式录取的考生一律不准改录。

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提
醒， 考生一定要确保自己留下的
电话号码在录取期间有效， 且保
持畅通，不要随意换号，不要随意
关机。要确保在录取阶段，招考机
构或者高校能够准确、 及时联系
到考生本人或家长。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杨嘉仪 陈英 刘静

本报7月7日讯 在湘江路江
湾路口附近， 对面是清水塘实验
小学、北雅中学以及农贸市场等，
平时来往穿过马路的居民较多。
而湘江路马路宽、车流大，车速也
很快，市民过路难。记者今天从长
沙市开福区政府获悉，2019年湘
江路江湾路口人行立体过街设施
建设项目已经启动招标， 湘江路
江湾路口、 湘春路省妇幼将分别
新建一座人行天桥， 以缓解市民
的过街难题。

记者了解到，本次招标的项
目名称为2019年人行立体过街
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为在湘江路江湾路口、 湘春路
省妇幼路段分别新建1座人行
天桥，项目总投资约1200万元。
而本次招标由开福区市政设施
维护中心作为项目业主， 主要
对湘江路江湾路口人行天桥建
设进行施工， 估算约650万元。
在招标公告上，记者注意到，项
目的施工时间为90天， 预计年

内可以投入使用。
此外， 记者了解到位于开福

区辖区内的黄兴北路江天路口的
人行天桥已经进入施工收尾阶
段， 该天桥附近为北辰三角洲居
民区。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这座天
桥呈南北至东西的L形，横跨江天
路和黄兴北路。 目前天桥主体已
经完成，工人正对天桥护栏、顶棚
等设施进行施工， 最早下个月可
以投入使用。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高招今起开录，三种方式查询录取状态
两种投档规则，录取流程共六个环节 已被高校正式录取的考生，一律不准改录

本报7月7日讯 省教育考
试院今日发布消息，根据定向
培养士官招生工作的有关文
件精神，依据考生志愿和上线
人数，区分男生、女生，划定了
各专业类体检面试控制分数
线：文史类男生283分，文史类
女生486分； 理工类男生200
分，理工类女生408分；文科体
育男生文化186分、 专业157
分， 理科体育男生文化177分、
专业158分。 提醒各位考生，以
上分数线只是考生进入体检面
试的分数线， 达到这个分数线
才能参加体检面试， 并不是投
档录取分数线。 各院校的录取
分数线不一，请关注填报院校
的招生动态。

凡符合定向培养士官招生
报考条件， 填报了定向培养士
官志愿且达到上述相应分数要

求的考生， 可根据湖南省人民政
府征兵办公室体检面试计划安
排， 前往军检站点参加体检和面
试。定向士官体检时间为：7月8日
至15日（具体时间以各市州兵役
机关通知为准）。 面试时间在7月
25日左右（具体时间请以兵役机
关通知为准），面试地点在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圭塘校区体育馆
（长沙市雨花区体院路348号）。

根据我省的录取工作安排，
定向培养士官在专科提前批8月
14日至15日录取。同等条件下，中
共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军人子女、
英模烈士子女优先录取。 由于定
向培养士官是专科提前批， 录取
工作在本科批次之后， 考生如被
本科录取后， 则不会被定向培养
士官录取。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杨嘉仪 陈英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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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培养士官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出炉

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计划9月开建

缓解过街难，湘春路省妇幼旁将建人行天桥
湘江路江湾路口也将建，这两座人行天桥预计年内投入使用

停机、断网的手机，充话费有了“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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