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9日讯 今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该部门
与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下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专教
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通知》 指出三类公办本
科高校农林、航海、艺术类等
专业不实行热门专业学费标
准上浮政策，其他热门专业可
按专业学费标准上浮30%。

公办本科高校预科班
学费为4000元/生·年

“我省大中专院校学费按
办学层级分类，包括：公办本
科高校、独立学院、公办高职
专科学校和中职学校。专业学
费类别包括六大类，即：农林、
航海、地矿油类，文、史、哲、理
类，经、法、教、管类等等。”省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通知》要求，一、二
类公办本科高校不实行热门
专业学费上浮政策。 三类公
办本科高校农林、航海、地矿
油、教育（师范）、艺术类等专
业不实行热门专业学费标准
上浮政策， 其他热门专业可
按学费标准上浮30%， 热门
专业数不得超过本校实际开
办专业数的20%。

据悉，在湖南，一类本科
高校为湖南大学、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二
类本科高校为湖南农业大
学、长沙理工大学等，三类为
邵阳学院、怀化学院等。

此外，高职、专科学校的
医药、公安类专业学费上浮不
受专业比例限制，可在专业学
费基础上上浮30%；公办本科

高校预科班学生学费标准为
4000元/生·年。预科生升入专、
本科及专科生升入本科后，执
行同学年同专业学费标准。

军训服装费每人每套
最高不超过100元

在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
收费方面，《通知》明确，首次
为学生办理学生证、 校徽、借
书证、毕业证（学位证）、就餐
卡、火车票学生优惠卡、校园
卡（一卡通）等学生在校学习
生活中必须使用或应当取得
的证卡时，不得收取各类证卡
工本费。

因丢失或损坏需补办的，
可按实际成本价收取证卡补
办费，其中毕业证（学位证）最
高不得超过每证50元，校园卡
（一卡通） 最高不得超过每卡
20元，其他卡证最高不超过每
卡证10元，校徽最高不得超过
每枚4元。

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军训，
可为学生代购军训服装，并按每
人每套最高不超过100元的标
准收取军训服装费。已实行公开
招标的地区，采购军训服装时可
实行公开招标，尽可能在提高质
量的前提下降低费用。

此外， 在其他费用方面，
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费
收费标准每人次130元。 未实
行学分制收费的学校对课程
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应免费补
考一次，仍不及格申请第二次
及二次以上补考的，可按每科
20元收取补考费，但不得收取
重修费、 辅修费或类似费用。

■记者 卜岚

本报8月29日讯 长沙市岳
麓区银杉路为滨江新城南北向
重要城市主动脉。 近日，《银杉
路（银双路-北二环）道路空间
品质提升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招标公告》 发布。 根据公告内
容，本次改造涉及道路工程、交
通工程、电气工程、景观及人行
道工程四个方面，打造“一道两
带六节点”特色城市空间，美化
城市景观， 同时重点优化银双
路口、 茶子山路口等路口路面
设计，缓解道路交通压力。

银杉路(银双路-北二环)道
路空间品质提升项目南起银双
路，北至北二环，长约5km。项
目总投资约6800万元， 目前已
启动招标， 计划今年年底完成
全部改造。

优化路面设计
缓解道路拥堵情况

根据建设方案， 改造将重
点优化银双路口、茶子山路口、
岳麓大道立交等路口路面设
计，缓解交通压力。

例如， 银双路口因奥克斯
广场前公交车站等候区区域
小， 早晚高峰期易造成交通拥
堵， 本次改造拟改现有公交站
台为港湾式站台， 同时拆除该
路口现有人行天桥， 设置人行
二次过街岛， 同时增设无障碍
语音提示系统。

早晚高峰常发生拥堵的茶
子山路口则将重新分配进口车
道，拟减去主线右转车道，避免
右转车辆与辅道直行车辆交
织， 右转车辆需提前进入辅道

右转。 同时拟设置彩色渠化岛，
根据非机动车最新导则增设非
机动车道地面标线。

针对银杉路辅道及银盆南
路非机动车道违章停车现象严
重情况，还将在非机动车道旁科
学合理、有针对性地安装违停抓
拍摄像头。

完善慢行系统
提升绿化景观性

本次银杉路提质改造以长
望路为界，打造“一道两带六节
点”特色城市空间，长望路以南
路段因商业氛围浓厚，居住条件
成熟，改造主题定位为“城市会
客厅”， 以北路段因存在较大拆
迁待建与城市规划绿地空间定
位“城市生态廊道”。

改造遵循从“以车为本”向
“以人为本”转变的思路，计划通
过加宽银杉路人行道宽度、美化
路旁围墙立面、 增加亮化设施、
增加休闲椅凳等措施，保障人行
安全和城市休闲空间。

具体而言，改造拟拆除部分
人行道旁绿化带，移除人行道上
影响行人正常行走的灌木树池
景观，增加人行通道面积；统一
人行道铺装风格，连续盲道的连
贯性，在适当位置增加造型美观
的休闲坐凳。

为提升道路绿化景观，打造
“一路一特色”主题城市道路，银
杉路将统一植物特色，将更换长
望路口以北现有的广玉兰树为
无患子树， 梳理植物下层空间。
同时，银杉路沿线商铺招牌也将
统一风格。 ■记者 周可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今
日从长沙地铁、湖南磁浮、湖
南龙骧集团获悉， 今起长沙
地铁、长沙磁浮快线、长沙各
客运汽车站在原有查验电子
健康码基础上， 将对所有进
站乘客增加查验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记录。 未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的乘客，须登记姓名、
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家庭
住址、未接种原因等信息后，
方可进站乘车。

根据长沙地铁及湖南磁
浮发布的公告，按照《湖南省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疫情防控组关于开展居
民电子健康码和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记录“双码”联查工作
的通知》，以及长沙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相关要求，8月29日起长沙
地铁、 长沙磁浮快线在原有
查验电子健康码基础上，将
对所有进站乘客增加查验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 未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乘客， 须登
记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码、家庭住址、未接种原因等信
息后，方可进站乘车。

另据湖南龙骧集团消息，
今起长沙市范围内各汽车客运
站也将在原有查验电子健康码
基础上， 对所有进站乘客增加
查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
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乘客，
须登记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
号码、家庭住址、未接种原因等
信息后，方可进站乘车。

建议广大乘客在“湖南省
居民健康卡” 的电子健康二维
码页面及时更新新冠疫苗接种
情况，以提高进站效率，并合理
规划出行时间。 ■记者 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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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乘地铁须查验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乘坐磁浮快线、客运汽车同样须查验，未接种者须登记信息方可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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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三类公办本科高校热门专业学费调整
热门专业学费可按标准上浮30%

教育连线

本报8月29日讯今天，省
教育考试院发布 《湖南省
2021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报名须知》，9月
1－8日为全省成人高校招生
考试报名时间。其中，9月1－4
日面向户籍所在地考生，9月
5－6日面向本省异地户籍，
9月7－8日面向所有考生。考
生自行在网上打印准考证的
时间为10月18－24日， 考试
时间为10月23日、24日。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
高、中等学校在校（在籍）学
生以外的在职、 从业人员和
社会其他人员可以报名。

以下人员还可获得免试
入学资格：“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奥运会、 世界杯赛和世界锦
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八名获
得者、 非奥运会项目前六名
获得者，亚运会、亚洲杯赛和
亚洲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
六名获得者、 非奥运会项目
前三名获得者；全运会、全国
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的奥运
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 非奥
运会项目冠军获得者。

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
村任职”、“三支一扶（支教、支
农、 支医和扶贫）”“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 等项目服务期满并考
核合格的普通高职（专科）毕
业生、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复员干部）， 可申请免试就读
所在省（区、市）的成人高校专
升本。 ■记者 黄京

今年成人高考报名
时间为9月1-8日

长沙银杉路将更靓更畅通
提质改造拟年底完成，将优化路面设计、美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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