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庭开进医院

湖南艾滋病疫情
呈低流行态势

本报11月29日讯 2019年
12月1日是第32个“世界艾滋病
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区动
员同防艾， 健康中国我行动”。今
日上午， 湖南省2019年世界艾滋
病日宣传活动在湖南师范大学举
行。

记者从湖南省疾控中心了解
到， 我省于1992年报告首例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 截至2019年10月
底， 全省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共38597
例， 报告死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15289例，艾滋病
疫情呈低流行态势。 经性传播是
我省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异
性性接触传播占74.1%，男性同性
性接触传播占20.5%。母婴传播和
注射吸毒得到有效遏制。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亚娜

图片·新闻

11月29日，一场由医疗
不良事件案例改编的医事

“模拟法庭”，在湖南省儿童
医院法制学校开庭，现场上
百名医务人员旁听。 医务人
员们脱下白大褂， 穿上法
袍、律师袍，完整地还原一
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的法庭现场。 这场别开生
面的“模拟法庭”化说教为
参与，“以案说法、 以案说
责”，让医务人员切身感受到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曾蕾 摄影报道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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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衡阳市翼鸿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
对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衡阳市翼鸿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
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
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衡阳市翼鸿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衡阳市翼鸿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 18B栋
联 系 人：王先生 电话：0731-84458563
����������������蒋 荣 电话：0734-8707719

2019年 11月 3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衡阳市
翼鸿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下列数据截止至 2019 年 7 月 20 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衡阳五一大市
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衡阳五一
大市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李峰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16,395,000.00

表外息余额

20,032,144.67

孳生利息

10,419,693.16

代垫费用

174,755.00

债权合计

47,021,592.83

【命题意见】
按照《考试命题意见》，各地

要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
严格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命
题， 不得超标命题。 在命题质量
上， 强调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主要
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
的程度， 兼顾学生毕业和升学需
要。 试题命制既要注重考查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还要注重考查思
维过程、创新意识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结合不同学科特
点，合理设置试题结构，减少机械
记忆试题和客观性试题比例，提
高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比
例，积极探索跨学科命题。

【解读】“教育部新规传递的
信号就是要求考试要遵循课程标
准来命题， 不得擅自超出或者随
意增减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
孔春生说， 目前湖南的中考命题
都是由各市州来进行， 取消大纲
之后， 强化了教学和考试都要严
格按课程标准来进行， 即便各地

考试内容、方式不一样，但并不
会超标。他表示，以前长沙中考
有考试说明，不过，考试说明也
是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并结合长
沙初中教学实际制定。除此之外，
考纲还会对题型、分值等有示例。
“取消考试大纲对长沙中考命题没
有任何影响，因为目前命题都是严
格按照课程标准来进行，没有超标
超难的情况， 同时为兼顾升学需
要，合理设置试题难度，也保证了
一定区分度。”

孔春生认为， 值得所有教师
和考生关注的还在于，《考试命题
意见》明确提出要“减少机械记忆
试题和客观性试题比例”，要“注重
考查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要求初中教师在教学时不能只局
限于传授某个知识点， 而要更加注
重通过探究活动的开展、 还原生活
真实情境，来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今后，靠刷题、死记硬背就
能取得好成绩是不太可能的了。”

而《教研工作意见》则首次提
出了教研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主要包括政治素质过硬、 事业心
责任感强、教育观念正确、教研能
力较强、 职业道德良好等五个方

面。同时，各地要严格按照专业标
准和准入条件完善教研员遴选配
备办法，配齐所有学科教研员，并
建立教研员定期到中小学任教的
制度。

教育部：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 专家：对长沙中考命题没影响

无考纲时代，死记硬背还能赢中考吗
“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11月29日，教育部召开

新闻发布会，对近日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下称《考试命题意见》）、《教育部关于
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意见》（下称《实验教学意
见》）、《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
意见》三个文件（下称《教研工作意见》）进行介绍和解读。这
些文件传递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哪些信号？将对长沙中考命题
产生什么影响？三湘都市报第一时间邀请长沙市教科院副院
长孔春生对文件进行解读。

■记者 黄京

按照教育部要求， 高考改革
和中考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方向一
致。目前，湖南新高考已经从2018
年高一年级开始实施， 那么中考
改革将何时开展？ 三湘都市报记

者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从去年开
始，长沙就在进行中考改革方案的
相关调研，目前正在制定中考改革
的相关政策，预计在今年年底前相
关方案会向社会公布。

【教学意见】
根据 《实验教学意见》，各

地要把实验教学情况纳入教育
质量评价监测体系， 把学生实
验操作能力表现纳入综合素质
评价 。2023年前要将实验操作
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考试
成绩作为高中招生的录取依
据。 有条件的地区可将理化生
实验操作纳入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省级统一考试。

【解读】 对于“实验操作考试成
绩作为高中招生录取依据” 的规定，孔
春生也表示，长沙已实施多年。“理科实
验考查早就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社
会实践’维度评价的依据之一。”据悉，
长沙市中考理科实验考查包括初中
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教材中的学生
实验。 着重考查学生的动手操作、独
立设计、记录和归纳以及书面表达的
能力，采取全市统一抽样考查和学校
自行考查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取消考试大纲对长沙中考命题没影响

实验操作考试成绩作为高中录取依据，长沙已实施多年

长沙中考改革方案预计年底前公布

首次提出教研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关注

本报 11月 29日讯 以
“补短板、强弱项，主动担当
在推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中
的社会责任” 为主题的2019
年湖南省、市(州)教育基金会
第二十次研讨会日前在长沙
召开。 省市县教育基金会和
涉教类爱心机构120多人齐
聚一堂， 为推进全省各级教
育基金会高质量发展， 更好
地发挥教育公益平台的重要
作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科教强省建设， 共谋思
路，共商对策。

记者获悉，目前，全省教
育基金总量为23.85亿元，惠
及109.82万名教师、132.62万
名学生、4099所学校。研讨会
现场，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
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建华表
示， 省教育基金会通过开展
救助特困教师、 资助贫困学
生等9个方面的扶贫帮困、助
教助学活动， 有效提升了教

育公益事业社会影响。
据了解，近年来，湖南省

教育基金会打造了“爱烛行
动”、“育才行动” 和“e校计
划”三大公益品牌项目，其中
“爱烛行动”救助特困教师活
动自2009年在全省范围启动
以来，累计救助6693人，发放
资助金6651万元； 评选表彰
“湖南最可爱的乡村教师”活
动开展7年以来，共奖励“湖
南最可爱的乡村教师”140
人、 提名奖46人， 累计支出
505.8万元。

省民政厅巡视员杨薇表
示， 近年来我省教育类基金
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在奖教助学、
扶贫济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慈
善品牌， 有力地推动了我省
慈善事业的发展， 赢得了社
会的广泛赞誉。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23.85亿元教育基金惠及200万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