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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高招录取8月8日开始
本科提前批志愿7月26日至27日填报，参加本科提前批录取的院校（专业）分九类
本报6月29日讯 高考倒计
时一周，6月29日，湖南省教育考
试院公布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时间表。 由于高考推迟一个
月， 今年我省高招录取时间也延
期了。根据安排，今年我省高招录
取将从8月8日开始， 持续到9月
21日结束。高考志愿按录取批次
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
二批、本科三批、专科提前批、高
职专科批，另设“单科优秀考生”
志愿和“国家专项计划”志愿。(扫
报眉二维码看详细时间表)
三湘都市报记者还获悉，根
据我省出台的《湖南省2020年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参加本科提前批录取的院校 （专
业）分九类：(1)军事院校；(2)公安
院校(含警官、刑警院校)及政法
院校的侦查学、治安学、刑事科学
技术、边防管理等专业；(3)航海
类专业；(4) 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
专业；（5）农村定单定向免费医学
生专业；(6) 基层农技水利特岗人
员招生专业；(7) 民航飞行学员招

生专业；（8）艺术院校（专业），包
括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
的本科艺术院校 （含部分艺术类
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高校） 的艺
术类本科专业和在湘招生一本院
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9）其他院
校， 包括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学
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上海海关
学院、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教育部
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招生、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
参加专科提前批录取的院校
（专业）分五类：（1）定向培养士官专
业；（2）公安院校（含警官、刑警院
校）的公安专科专业；（3）航空、航海
专科专业；（4） 经教育部批准的部
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的艺
术类专科专业；（5）其他类专业。
另外，提醒各位考生，今年填
报志愿时间为： 本科提前批志愿
（含该批的国家专项计划）7月26
日至27日填报， 其他批次志愿7
月26日至8月1日填报。有关批次
的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另行公布。
■记者 黄京

湖南百万职工劳动竞赛大擂台

疫情下停工1个多月
却提前20多天封顶
随着动力站、 纯水站陆续封
顶，长沙惠科第8.6代超高清新型
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简称“长沙
惠科项目”) 的主厂房全面封顶的
日子越来越近了。
“
我们原计划是8
月15日前封顶，因为疫情停工1个
多月，现在封顶的时间反而提前了
20多天！”6月23日， 长沙惠科项目
相关负责人吴斌告诉记者。
走进长沙惠科项目工地，只
见32台塔吊腾挪，机器轰鸣，一辆
辆大卡车来回穿梭，数千名劳动力
紧密配合，白天夜晚交替施工。
惠科项目是我省“五个100”
工程重大产业项目， 总投资320
亿元， 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
项目建成达产后， 惠科集团将成

为全球第二家大尺寸OLED电视
面板供应商。
吴斌介绍， 为按期完成工期
节点，项目部启动了
“
超英杯”劳动
竞赛活动， 开工以来管理人员、工
友实行两班倒，个个争当“明星”，
有活儿都是争着干、抢着干。根据
建设体量大、工期紧的特点，项目
部划分108个工区，将责任分解到
工区，实施“兵团式”作业战斗模
式，进度任务铺排到天，在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24小时不间断施工。
劳动竞赛的成效也是明显
的。吴斌说，按现在的工程进度推
算，到明年2月份，项目就可点亮
投产，下线第一块超高清显示器。
■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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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减压
轻松迎考
6 月 28 日 ， 在
湖南省永州市道
县第一中学，学生
们在进行拔河比
赛。 高考临近，该
校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的集体减压
活动，帮助高三学
生释放身心压力，
轻松迎考。
新华社 图

省人社厅邀你来当“创业导师”
创业服务专家咨询团和创业培训讲师团将各聘请50人
本报6月29日讯 为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全省创业服务
体系，发挥专家引导和帮扶作
用，满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形势新要求，推动创业带动
就业工作更好发展， 今天，省
人社厅决定组建第三届省级
创业服务专家咨询团和创业
培训讲师团。“两团”成员经市
州推荐和省级筛选，各择优选
择50人。
省级 创业 服务 专 家 咨 询
团职责包括：参加省人社厅组
织创业服务工作、创新创业活
动等；积极宣传解读创业创新
政策；完成省人社厅交办的其
他工作等。省级创业服务专家
咨询团成员应符合下列相关
条件之一，包括：知名企业家
或创业成功人士；企业中高层
管理人员；大中专院校从事就
业创业指导工作的老师；从事
创业指导服务的专业人员；在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从事管理
工作，熟悉创业政策的工作人

员； 在相关领域有专业特长、
对促进创业工作有研究、有创
新、 有科研开发成果的专家，
以及为创业者提供技术指导
的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
省级 创 业 培 训 讲 师 团 职
责包括：参加省人社厅组织开
展创业培训巡讲、 教学研讨、
讲师大赛、 师资提升等活动；
参 与 更 新和完善创业培训技
术， 研究制定适合形势发展要
求的技术标准、培训教材等；为
创业培训学员提供后续服务支
持。 省级创业培训讲师团应符
合以下条件：持有《创业培训师
资培训合格证书》；长期活跃在
创业培训工作一线， 具备丰富
的创业培训教学经验和较强的
教学能力、学员满意度较高；熟
悉创业创新政策。
“两团”成员经市州推荐和
省级筛选，各择优选择50人，省
人社厅公布名单后颁发聘书，
聘期两年，期满可续聘。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鹤群

讳忌抗生素
牙龈炎引发肺脓肿
本报6月29日讯 33岁的长
沙市民李远（化名），因牙齿松动、
牙龈肿痛到医院就医， 医生建议
先使用抗生素控制感染再拔牙。
但李远对抗生素非常忌讳， 决定
吃点止痛药忍一忍。没想到，几天
后他突然出现畏寒、高热，伴咳嗽
咳痰， 到南华大学附属长沙市中
心医院就诊，诊断为“肺脓肿”。
今天，该院陈垣医师提醒，出
现感染症状的口腔、牙齿、泌尿、
肠道感染等情况， 建议在医生指
导下尽早规范使用抗生素， 避免
感染扩散导致肺脓肿等出现。陈
垣介绍， 李远肺部的空洞考虑为
口腔内的病原菌吸入引起的肺脓
肿。“市民若出现不明原因的咳嗽
或者多痰，或伴有发热症状，一定
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观察和治疗，
千万不要拖延， 以免耽误病情。”
陈垣提醒。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华妹 符晴

助力民生消费，中国银行推出手机银行“美好生活季”大型优惠活动

随着全社会有序复工复产，中
国银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手
机银行“美好生活季”大型优惠活
动，整合线上线下电商资源，为广
大用户提供覆盖衣、食、住、行等民
生领域的丰富优惠。 中行手机银行
“美好生活季”优惠活动包括“特惠
不打烊”电商节活动、话费充值立
减、生活缴费抽奖、新客五重礼、分
享有礼、转账大优惠等多种线上优
惠，礼品丰富、玩法多样，让手指动
起来，让消费
“热”起来。

手机银行特惠不打烊
中行手机银行联合京东、苏宁
等多家商户推出购物返券、满额立
减、折扣优惠等活动。 中行手机银
行生活频道京东优选专享满 30 元

返 20 元京东支付券、 苏宁精选商
品满 40 元立减 20 元。 更有每周
二用手机银行购买爱奇艺、 优酷、
腾讯视频会员月卡低至 5 元。 同
时， 微信支付首绑赠送 5 元现金，
京东首绑支付即可获得 20 元京东
支付话费礼包。 各种礼券优惠，通
过中行手机银行就可以随时领取
使用，优惠无接触。

手机银行生活频道，
“
惠”聚美好生活
中行手机银行线上优惠活动
覆盖全国多家头部商户及各地特
色优惠商户，包括首汽约车、摩拜单
车、途牛等出行商户，饿了么、美团、
叮咚买菜、来伊份新鲜零食等美食
类商户，全棉时代、京东、苏宁等电

商类商户，淘票票、花加等生活类商
户；种类繁多，商户齐全。其中，首汽
约车用中行支付充 100 赠 20 元，
订单支付 8 折最高立减 10 元；途
牛满 50 元减 10 元、满 100 元立减
20 元；1 折抢购摩拜（美团）单车一
周骑行卡、4 折抢购骑行月卡；来伊
份满 99 元立减 30 元；花加专场新
客赠花瓶， 闪购鲜花低至 19.9 元 /
束起。覆盖出行、餐饮、文体、旅游等
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助力美好生
活，全力支持国内消费市场复苏。
具体活动时间及内容请见中
行手机银行客户端。

玩转特色营销，精彩享不停
中行手机银行利用数字化平
台优势，开展了多项在线互动优惠

活动。 用中行手机银行在线完成生
活缴费，即可通过转盘页面进行抽
奖， 中奖率 100%，25 万份礼品等
你来拿，奖品包含腾讯、爱奇艺、优
酷视频网站会员月卡及 5 元京东
支付券。 同时，用手机银行充话费
满 50 元可享最高 20 元随机立减
优惠。 更有“分享有礼”惊喜赠礼活
动，中行手机银行用户将注册链接
分享给好友，好友注册成功，分享
人可获得金豆奖励，被分享人可获
得 10 元话费优惠券， 分享越多奖
励越多。

“
美好生活季”
抖音挑战赛即将开战
为激励广大用 户发 挥 创 意 ，
记录美好生活， 中国银行将于 7

月在抖音平台发起全民任务短视
频挑战赛。 活动期间，用户按照任
务要求， 创作及发布原创视频内
容， 同时 @ 中国银行中银直播间
官抖，即有机会获得惊喜奖励。
本次“美好生活季”主题活动
依托中行手机银行为用户提供的
生活缴费、 一键绑卡、 二维码支
付、收支记录等便捷功能，结合各
类头部商户优惠活动， 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更多的优惠， 助力企业
销售增长，传递消费复苏信心，提
升消费意愿。 后续，中行手机银行
还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不断升
级产品功能及操作体验， 持续为
广大用户提供专业、安全、优惠的
手机银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