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招动态

本报7月24日讯 22所高校在湘
招收2487名定向培养士官———今年湖
南定向培养士官招生数据再创新高！
这两天， 省政府征兵办统一组织的
2019年全省定向培养士官集中面试
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圭塘校区举
行，全省14个市州约4000名考生将经
过严格的面试审查， 最终将脱颖而出
成为定向培养士官。 为真正选拔优秀
生源，省征兵办公室主任、省军区动员
局局长吴畏表示，“定向培养士官招收
工作将公平公正，确保招收全程在‘阳
光’下进行。”

我省高度重视士兵培养工作，自
2012年被列为试点省份以来，持续提高
定向培养士官工作质量，今年招录计划
2487名（含女士官42名），共有22所高
校在湘招收，其中省内5所，分别是长沙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国防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
南体育职业学院、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其中，长沙航院今年面向全
国招录1700名学生， 湖南招录人数达
945名（含女士官20名）。招生专业有飞
行器维修技术、通用航空器维修、飞行
器制造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电
子技术等10个专业，涵盖五大军兵种。

依托国民教育资源定向培养士
官，是军地共育士官人才的重大举措。
其学制为3年， 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
基本培养形式为“2.5+0.5”军地联合培
养模式，学生入学后，前2.5学年的教育
由高校负责， 其人才培养方案由培养
院校和军方教学指导机构联合制订；
后0.5学年为入伍实习期，由部队负责，
实习完成后由高校办理毕业手续。在
校时享受普通大学生评优评先、 奖学
金评定和国家助学贷款等同等待遇；
入伍后，其在校三年学费由国家代偿，
服役时间从毕业当年7月算起,享受现
役士官的相关待遇。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静 通讯员 镇瑜
陈静 张少利 谢莹苹

长沙城区首批普高录取控制线公布

四大名校均为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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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 今年长沙
城区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已于7月
22日正式开始。今天，长沙市教
育局中招办划定首批进点公办
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线。今年
长沙城区第一批进点招生的学
校分别是：湖南师大附中、长沙
市一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明
德中学、周南中学、长沙市实验
中学、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南雅
中学、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备受关注的湖南师大附
中、长沙市一中、长沙市长郡中
学、 长沙市雅礼中学四大名校
要求的学业成绩等第均为6A。
但在综合素质评定上， 长郡中
学和雅礼中学均为5A；湖南师
大附中则要求综合素质评定
3A2B，长沙市一中要求综合素
质评定2A3B。另外，湖南师大
附中踩线录取须具有政策性优
待资格且文化成绩为5A1B，综

合素质为5A。
各高中录取线如何划定？

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关于做
好2019年长沙市城区高中阶
段招生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
市教育局中招办按照录取批次
顺序， 依据学生的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 综合素质评价结
果以及享受政策性优惠情况，
结合考生志愿按照以下规则依
次择优录取：

①比较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等级。

②比较综合素质评价等
级。

③比较享受优惠政策的情
况。

④比较书面考试语文、数
学、英语三科的总等级组合。

⑤按照顺序依次比较书面
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单
科等级。 ■记者 黄京

本报7月24日讯 今晚，湖
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19年
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征集志
愿国家任务计划，共计677个。7
月25日8时至18时， 湖南高招
本科一批投档落选的考生可填
报征求志愿， 若考生档案处于
“自由可投”状态，可抓住机会
避免“上线落选”。建议考生在
填报志愿时，参阅招生政策、高
校招生章程（包括学费标准）等
相关规定。

省内高校缺额较大

从公布的计划来看， 不少
省内高校缺额较大。 文科吉首
大学有21个， 湖南农业大学中
外合作办学有13个， 湖南中医
药大学有11个， 湖南师范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文） 有33
个。理科吉首大学有72个，湖南
理工学院67个， 湖南中医药大
学37个，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均有18个。 省外高
校中，江苏大学理科有13个，合
肥工业大学有10个， 江西理工
大学有8个。

一本线以下20分内可关注

按照政策规定，外省农林、
航海、 地矿等本科院校和在湘

高校若线上生源不足， 按考生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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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体育类专业降低
录取控制分数线投档时， 文化
最大降分幅度为14分， 专业最
大降分幅度为6分)。也就是说，
在一本线以下20分内的考生也
可关注征集志愿院校的信息。
另外， 征集志愿的直接志愿投
档后仍不满额的院校， 随即由
计算机从服从调剂的考生中按
分数由高到低随机补投一次。
有效生源仍然不足的院校（含
征集志愿投档线高于批次录取
控制线的院校），在该批次录取
控制分数线内（含政策规定的
降分），继续按征集志愿的直接
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平行投档，
不再按征集志愿公布的投档线
控制投档。

三湘都市报记者统计发
现，近两年，我省本科一批征集
志愿计划数较以往有了明显的
减少。业内人士分析，这反映出
我省本科一批投档线的划定越
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实际，既
保证了上线考生能录到一本院
校，维护了上线考生的利益，也
保证了高校招生计划的顺利完
成，不至于浪费计划。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英 刘静

本报7月24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民政厅获悉， 我省残疾
人“两项补贴”又提标了。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省残联于近日
联合下发了《湖南省2019年残
疾人两项补贴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实施方案》，我省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发放标准每人每年分别提高
到不低于720元（去年是每人每
年分别不低于660元）， 有条件
的市州和县市区可以在此基础
上提高补助标准。

长沙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不低于每人每月80元，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不低于每人每月

120元； 湘潭市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不低于每人每月70元，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不低于每人每
月70元；株洲、岳阳、衡阳、郴州、
永州、常德、益阳、怀化、娄底、张
家界、邵阳、湘西州12个市州的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不低于每
人每月60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不低于每人每月60元。

我省还向社会公布“残疾
人两项补贴发放”监督电话。省
民政厅0731-84502269， 省残
联0731-84619526， 接受社会
的咨询和举报。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关茗予
通讯员 朱宽海

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再提标
每人每年不低于720元

本科一批677个征集志愿计划公布
今日填报征集志愿 一本线以下20分内的考生可重点关注

22所高校在湘招收
2487名定向培养士官

本报7月24日讯 湖南、
湖北两省高院建立环洞庭湖环
境资源审判协作机制， 充分发
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 促进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高质量发展。
今天上午， 环洞庭湖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协作联席会议在湖南
高院召开。

会上， 湖南高院田立文院
长与湖北高院游劝荣院长共同
签订了《环洞庭湖环境资源审
判协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
双方将按照坚持生态优先、促
进绿色发展、推动区域协作、注

重高效务实的协作原则， 建立
环洞庭湖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机
制， 协调解决环洞庭湖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的重大事项， 不断
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整体水平，
形成协同共治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的新格局。 通过环境资源审
判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合力
保护洞庭湖担负的长江流域生
态安全、 水安全和国家粮食安
全， 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高
质量发展。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宋星雨 刘晨卉
通讯员 陶琛

湘鄂两省高院携手
洞庭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备注学校名称
学业成绩

等第
综合素质
评价等第

踩线录取须具有政策性优待资格且
文化成绩为5A1B，综合素质为5A

踩线录取文化成绩为3A3B（语数外
三科中有一科为A， 语文必须为A），
综合素质为5A

湖南师大附中 6A 3A2B

长沙市一中 6A 2A3B

长郡中学 6A 5A

雅礼中学 6A 5A

明德中学 4A2B 5A 语数外三科有两科为A

周南中学 4A2B 3A2B

长沙市实验中学 4A2B 4A1B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5A1B 5A 语文必须为A

南雅中学 5A1B 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