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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合刊·要闻

权威发布

本报讯 （记者 歆君） 7 月 1 日，省
教育考试院公布了 2013 年本科提前批
我省省属院校艺术类专业以及本科提前
批在湘院校分专业划线的艺术专业录取
控制分数线。 今年音乐类和美术类文科
的文化线均有下降， 美术类理科文化线
上升 10 分，专业线上升最高的是美术类
理科，涨了 11分。

在 2013 年本科提前批我省省属院
校艺术类专业（含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美
术类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中，音乐（文）
文化线 417 分，较去年下降 11 分，专业
线 228 分，较去年下降 2 分；音乐（理）文
化线 326 分，下降 11 分，专业线 222 分，
上升 7分。 美术（文）文化线 407分，较去
年下降 7 分，专业线 236 分，较去年下降
1分；美术（理）文化线，今年为 330 分，较
去年上升 10 分，专业线 236 分，上升了
11分。

今年我省对外省公办二本院校美术
类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办法进行了
调整，将去年的“按本科二批美术类录取
控制分数线进行录取”调整为“专业成绩
录取控制分数线由招生院校自行确定，
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按我省二本
文、 理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65%划定”。
其他政策规定保持不变。

省属院校公布艺术生录取线
本埠新闻

一、2013 年本科提前批我省省属院校艺术类专业
（含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美术类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
湖南 10人进入第二轮评审

本报讯 （记者 歆君） 2013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
第一轮评审工作已经结束，从 560位有效候选人中产生了
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 173位，我省有 10人入围，其中
4人为我省第二批科技领军人才。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7
月 1日正式进入公示阶段，接受社会监督。

2013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总名额为 60 人，增选工
作于今年 1月 1日启动，有效候选人的提名和遴选工作于
4月底结束，12月份产生新当选院士。 此次我省入围的 10
人主要分布在能源、信息、机械、农业和交通等领域。 他们
分别是国防科大的王振国、廖湘科、刘泽金、宋君强，三一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易小刚，湖南大学的陈政清，长沙理
工大学的郑健龙，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
印遇龙，中南大学的桂卫华、陈晓红。

中国科学院进入第二轮评审候选名单也将于近日公
布。

学生票预售期延长至 30天
本报讯（记者 歆君） 广铁集团发布消息称，今年

暑运 62 天（时间为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学生客流将达
90万人次。 该集团出台了延长预售期、 开设学生售票专
窗、开辟专用进站通道和专用候车区等措施，进一步方便
学生回家返校。

为进一步方便学生购票， 广铁集团自 6月 23日起至
9月 10 日前（乘车日期）的学生票预售期延长至 30 天（普
通旅客预售期为 20 天），12306 网站、 电话订票、 车站窗
口、代售点同步发售。 学生客流较大的车站还将开设学生
售票专窗，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凭附有“减价优待证”的学
生证和“电子优惠卡”（毕业生凭书面证明、新生凭录取通
知书）购买学生票。

广东、 湖南两省的学生还可以通过电话订票系统预
订广铁集团范围内有始发列车车站的返程票， 为学生回
家返校提供了便捷的购票途径。

省厅认定 3所特色学校
本报讯（钟和） 日前，省教育厅确认汨罗市三中、新

邵县八中、 醴陵市四中基本达到湖南省普通高中特色教
育实验学校标准， 批准其为湖南省普通高中特色教育实
验学校，并授予“湖南省普通高中特色教育实验学校”牌
匾。

省教育厅要求上述 3 所学校， 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
足国家课程， 在完成必修课程和共同选修课程所有学分
的基础上，设计富有特色、符合学生个体发展需要的培养
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运行机制。

统筹设计好面向全体学生的特色教育基础性课程与
针对学有专长学生的发展性课程， 建立起适应不同学生
个性、兴趣和特长发展需要的全覆盖、多层次的拓展性特
色课程体系。 全体学生均衡编班、统一排课、统一调配教
师，不得单独为学有专长的学生举办“特长班”。

在传承学校优良办学传统和发展学校优秀文化的基
础上，结合本地自然、人文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根
据特色定位和办学需要，通过整合、创新、共享等方式，不
断丰富和完善学校特色教育资源。

澧县“学霸”能说会唱粉丝多
本报讯（通讯员 戴作林 记者 任凭 ）“能考这么

好的成绩，学霸啊。 ” 7 月 1 日，常德地区中考成绩揭晓，
澧县城关中学考生王卓远以 834分的总成绩位居榜首，成
为澧县 2013年中考状元。

王卓远于 2010 年 9 月进入澧县城关中学初一年级
273班就读，2012年 9月进入初三时编入 277 班。 据两任
班主任胡琼芳老师和皮春波老师介绍， 王卓远是一个性
格开朗活泼，师生人缘好，学习效率高，肯吃苦的孩子。 在
城关中学就读期间， 文化成绩从入学时的班级第八名和
年级 120 多名一跃而进入班级和年级第一。 而且综合素
质全面， 既是班上优秀的吉他手， 毛笔字也写得特别出
色。 初二时，他报名参加由中宣部牵头，中央电视台主办
的大型电视英语风采比赛—“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
一路过关斩将，在湖南省总决赛中夺得冠军。

此次中考中， 他的数学和英语均获得 119 分的好成
绩。

记者近日在农村调研时，走
访了有近 150年办学历史的衡阳
县渣江镇中学。 记者见到的一幕
令人吃惊！

学校用塑料薄膜封在木质窗
户上为学生遮风挡雨。 当天恰逢
下雨吹风，窗户摇摇欲坠。楼板渗
水严重，室内到处是水，教学楼墙
壁剥落。师生表示，这样的环境让
人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记者采访校长， 校长道出个
中的苦楚。 学校无力维修教学楼
及实验楼。

该校负责人说，2006 年启动危房
改造项目，新建一栋学生宿舍，一栋集
食堂于一体的综合楼， 共投入经费
271.4 万元，改建厕所 30 万元，而国家
拔经费仅 50万元。

2008 年启动合格学校建设项目，
维修教工宿舍， 新建篮球场， 平整跑
道，硬化地面，绿化校园，工程投入经
费 160 多万， 而国家拔经费仅 25 万
元。

这些项目建设致使学校负债 360
多万，现已向教职工借款 230 余万，欠
基建老板工程款 130多万。

学校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 每年
利息支付达 20 余万元，学校每年从公
用经费中挤出有限的经费用来偿还利
息仍捉襟见肘， 包工头每期开学锁门
逼债事件时有发生。

尽管这样，该校老师仍然敬岗敬业，发扬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1866年，晚清名
臣彭玉麟创办了该校。历经数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已是桃李满天下，口碑载道，被
誉为“衡西教育的明珠”。

“负重前行的渣江镇中学全体师生期盼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百年老校
急需修葺！ ”该校 1200多名师生如是呼吁。

科 类

音乐 （文）

音乐 （理）

美术 （文）

美术 （理）

分 数 线

文化 417� �专业 228

文化 326� �专业 222

文化 407� �专业 236

文化 330� �专业 236

二、2013 年本科提前批在湘院校分专业划线的艺术专业
录取控制分数线

本报讯 （记者 歆君） 7 月 1 日，省
教育考试院公布了今年高考查分结果。 全
省 2013 年普通高考评卷各科成绩无一差
错。

2013 年，全省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
统一考试的考生 37.3万人， 比去年增加 1
万人。 高考分数公布以后，全省申请查分
的考生共 1615人，计 2766科次（按科次计
算，较去年减少 25.6%）。

6 月 29 日至 30 日， 省教育考试院组
织专人按网上评卷的工作程序逐一复核，
复查结果为成绩无差错。 所有申请查分考
生的查分结果将及时通过市、县招生考试
机构告知考生本人。

今年我省所有高考科目继续全部实
行网上评卷，共计评卷 140余万份。

阅卷人员认真慎重地对待每一份答
卷，采取“四评模式”进行质量监控，最大
限度地控制误差，确保成绩评定的客观公
正。

即客观题由计算机自动评分；主观题
由评卷老师在计算机上进行评分，对所有
考生答卷的评分必须经过二评，当分值误
差超过设定的误差控制值时，由评卷系统
自动分发进行三评，三评后仍超过设定的
误差控制值，由学科组长四评裁定。

也就是说，一道题的得分，最多要经
过四次评判。 评卷过程中，系统还会对各
位教师的评卷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并留下
记录。

评卷结束后，由计算机对考生的分数
进行自动合成。

与此同时，省教育考试院还设置了教
师自评、题组长考评、学科核心组抽查、省
质检组审查等多项关卡， 严把评卷质量
关。 在评卷结束时，又组织一次全面排查，
力求万无一失。

新闻现场

百年老校急需修葺
本报记者 凌友国 肖小芳

高招快讯

查分申请复核：零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