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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神器”
免费装

“太好了， 以后炒
菜再也不用怕油烟
了。”8月12日中午，长
沙市开福区先福安置
小区的罗女士在炒完
菜后，对新安装的油烟
净化机赞不绝口。继去
年为辖区内居民免费
安装3.6万多台环保油
烟净化机后，开福区今
年还将继续为全区10
个社区安装约1万台。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王维 摄影报道

本报8月12日讯 住房公积
金的贷款利率是多少？ 受疫情影
响，2020年7月起企业如需继续申
请缓缴该怎么办理？今日，记者从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该
中心发布了7月公积金网络热点问
题月报，集中对缴存职工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解答。

从市民关注的热度来看，排名
第一位的是2020年单位年审需要
提供什么资料。

对此，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缴存单位需要
提供《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度单位基本情况申报表》和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统计
表》、 最近1个月社保缴费通知单、单
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
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相
关资料至缴存管理部办理年审。

“同时， 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主要是指缴存基数分别
乘以职工本人和所在单位的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之和。 经测算，
2020年长沙市住房公积金月最高
缴存额是5908元， 月最低缴存额
为170元。”该负责人介绍。

受疫情影响，企业如需继续申
请缓缴该怎么办理？据了解，7月起
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 经济效益
差，亏损严重，要求降低至最低缴
存比例以下或继续缓缴住房公积
金的，须按《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第三章第二十条及《长沙市降
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
公积金审批办法》（长金管委〔2018〕
9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据悉，目前，长沙住房公积金贷
款首套房利率：5年（含）以内是2.75%，
5年以上是3.25%。 二套房利率上浮
10%。 ■记者卜岚通讯员陈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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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2日讯 今日，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
《2020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根
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管理办法》，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
如有违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或其他学
术不端行为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
均可在15日内（8月11日 — 8月25
日） 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提出书面异议。

从名单中，记者发现，今年新
晋“杰青”共300人，男性270人，女
性30人，来自124家单位。其中，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入

选人数最多，均为15人。湖南有来
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
大学、国防科技大学4所高校的吕
奔、华旭刚、谢鲲、张军辉、李东升、
吕欣6人入选。

据介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设立于1994年， 申请者要求
年龄45周岁以下， 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
位，有基础研究工作经历，基金对
入选者每人资助经费一般为每年
80万~100万元， 研究期限为4年。
“杰青”作为国内仅次于两院院士
的第二层次高端人才，一向有“小
院士”之称，是科学领域评判创新
潜力与学术水平的权威标尺。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方案》提出，普通高中每
学年52周， 其中教学时间40
周，社会实践1周，假期（包括寒
暑假、节假日等）11周。每周35
课时， 每课时按45分钟计。18
课时为1学分。在保证科目教学
时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 学校
可根据教学实际需要， 调整课
堂教学时长， 开展长短课时相
结合的实践探索。

普通高中课程由必修、选
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构成。
其中，必修、选择性必修为国家
课程，选修为校本课程。在科目
设置上，普通高中开设语文、数
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学、技术
（含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艺
术（或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
科目和综合实践活动、 劳动等

国家课程，以及校本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 体育与健

康的必修内容， 必须在高中三
学年持续开设； 综合实践活动
为必修课共8学分，包括研究性
学习、党团活动、军训、社会考
察等，研究性学习6学分（完成2
个课题研究或项目设计， 以开
展跨学科研究为主）；劳动同样
为必修课共6学分，其中志愿服
务2学分， 在课外时间进行，三
年不少于40小时。 校本课程不
少于14学分。

学生完成相应课程规定课
时的学习并考试（考核）合格，
即可获得相应学分。学生毕业
学分最低要求为144学分。其
中，必修课程88学分，选择性
必修课程42学分，选修课程14
学分。

高中课程分三类，毕业至少要拿144学分
从今年秋季学期高一年级开始实施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均是必修课

湖南6人入围全国“杰青”名单
来自4所高校，入选者有望获研究资助经费

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有序推进选课走班、完善考试
评价制度……近日，省教育厅制定了《湖南省普通高中
课程方案（2020年版）》（下称《方案》）。据悉，该《方案》
将从2020年秋季学期高一年级开始实施。 根据《方
案》，高中学生毕业学分最低要求为144学分，劳动为必
修课占6学分。

课程分三类，拿到144学分方能毕业

根据《方案》，要培养学生
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
和关键能力。关注学生学习过
程，积极探索基于情境、问题
导向的互动式、启发式、探究
式、体验式等课堂教学，促进
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
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适当增加探究性、 实践性、综
合性作业。推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课程实
施水平。

科学安排每学年授课科
目，特别是控制高一年级必修
课程并开科目数量。不得要求
学生在完成必修课程前确定
选考科目。 合理安排教学进

度， 严格控制周课时总量。严
禁超课标教学、抢赶教学进度
和提前结束课程，严禁组织有
偿补课，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
业负担。减少高中统考统测和
日常考试， 加强考试数据分
析，认真做好反馈，引导改进
教学。

要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制
度。综合实践活动、选修课程
的修习情况应作为综合素质
档案的重要内容。同时，要规
范考试评价要求。考试命题应
注重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学
生生活经验，强调综合运用知
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考查，要有利于促进学生核心
素养的发展。 ■记者 黄京

《方案》指出，学校应建立
学生发展指导制度，采用专、兼
职教师相结合的方式， 组建专
门的学生发展指导队伍， 通过
导师制、学长制、开设学生发展
指导课程等方式， 建立行之有
效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开展
多种形式的指导活动。 各地各
校要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指导机制， 要动员组织高
校到高中学校为学生提供咨询
和帮助。

同时， 为适应普通高中新
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学
校要依据学科人才培养规律、

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和
学生兴趣特长，因地制宜、有序
实施选课走班， 满足学生不同
发展需要。 科学制订选课走班
指南，有序推进选课走班，完善
教学班和行政班管理办法，健
全与选课走班相适应的教师管
理制度。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班
级管理和学生管理， 既要发挥
好行政班注重集体合作交流、
统一规范的传统优势， 又要积
极探索创新班级管理方式，提
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营造良
好的班级氛围。

加强学生发展指导，有序推进选课走班

不得要求学生在完成必修课程前确定选考科目

首套房利率5年内2.75%！
长沙住房公积金7月热点问题发布

高考投档线
又现“小数点”
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平行组投档线出炉

本报8月13日讯 今日凌
晨， 我省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平行组投档分数线出炉。三
湘都市报记者发现， 从去年
开始， 我省因为计分方式的
调整， 所以不少学校的投档
线出现了“小数点”的情况。
例如，音乐（文）投档线最高
为南京师范大学343.6分；美
术(文）最高为浙江大学359.3
分， 且要求高考文化成绩达
到普通本科一批文史类录取
控制分数线等等。（扫报眉二
维码看各校投档线）

在2019年以前， 湖南公
布的各批次录取线及各批次
院校投档线中， 分数均为整
数。但从2019年开始，本科提
前批音乐类、 美术类、 舞蹈
类、表演类（服装表演）、表演
类（戏剧表演）、书法艺术和书
法教育类等6类专业的投档线
均出现了有小数点的情况。省
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因为上述这些专业的计
分方式从去年开始有了重大
变化：以往是文化、专业双过
线基础上实行“文化+专业”依
照总分从高到低进行投档；但
今年改为高考文化成绩（含政
策性加分）×30%+专业统考
成绩×70%，结果保留1位小
数。 对这6类专业的考生而
言， 这样的调整更利于专业
突出的学生。此外，编导类、
播音与主持艺术类、 摄影摄
像类的投档线为高考文化成
绩（含政策性加分）+专业统
考成绩。 部分招生院校提高
文化成绩要求的， 也作出了
相应要求。 ■记者 黄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