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12#

!"# $%& '(

3+.44567+089:;< "=
>#$! ?@A-(0BCDE7FG;<%
0H3+.IJKL"0(M#NOP$QR
N"ST#UVWXY:MZ[\% ]H#$
%&'()*+,$ Q^_`ab:N "c
d#$e`Af:N"gh0(ij#%

klQmno$ p,O?qrNs.t
u7+$"vwx%#&"ywx%#&"z{x
%#&"|}x%# ~�(0������$�
��+,��$ k����"� " a�;�
N��%E7Q " a�;�N #$% �+.$g
h����� ! ?@��E7QX�(F
G% ��$+,N�;�+.�_�QX% �
� ¡A?&¢?QRN"£�;�#$+,¤
?¥W &'(( :¦§¨©�;�+.$ª«,
¬(. %()Z¡%

®$ #$%&',N+.©¯®QR
�°'±�QRN²³$´µ"¶A·A¸¹
EQº�»��N "«¼'(½¾¿E;
<#$ÀÁBÂÃÄÅ7ÆÇ$!"�"/0(
12#%

!"#$
!!!)*+,-./012

ÈÉÊËÌÍÎÏÐÍ$ `Ñ¼ÒÓÔ
ÕNÖ×!!!Ø¼$ÕÈÉÒÓÔÕWÙÚ
ÛºHx$Ü`«¼ÝHkÞßNÒÓÔà&
x%Ôà.áâx%�pÚÛã{äåæÁ$

WAºçèéê&ëìíîN/~+ï$Q0
`#$%&'()*+,%

Qº+,¶ð� &*%& ?$ ñ©%å)
ò$@ó�ô�Øõ&/'öað+÷m$+
,ÝW«nøHò. *%(( ù:% #((( ? $
ú$�#$û:üýïf5$ñÈÉ%åÒÔ
+òþ%&ÿF('Fã+|!$ ¨"#$
%&'()*+,% #((+ ?$+,H½¾ÿ
/'/õ,ò:#$%FG&'()Ø*+
",-#% #((* ?+,ÃÄ½¾ÿ&.ýÿ/
r$¨©«¼0f #" º¼1234/~'(
,ò1A% #((* ? && ú$+,5Ø¼$Õ6
789:#$û:üýï;<$ =7½¾>
�?;<%

l?�$ã+."0(M#N³@A�A
BC% HQADE�$p,FGHI$J5K
L$MÏNãÓ$%+.O9)B7°$P+
,¬(.BÂH'QRSØTUWù%

G©AºW�VWX&9ÃDEN/'
,ò$ p,ZYZ[(& Í\]^©_`a
L$Hõ(KL�[¡LX&9ÃãÓbc$

P�1ædNÛe&fg&hÕi~õ(KL
jk && a$�Ø¼1lmnõ( & a&¼1
l½opqõ( # a&ûlmnõ( $ a%_
r$ 0sQXõ(N+.�lHò.tuN
A£%

©vw+.N�x)B$ +,yzS{
Ø|&ûl.ý}~��$�Ýýï&
�( &+òöK�h $|Ó�� "�
�,��,��#N��âx% ÃÄ�
%å�(�|$+,�1�����
���$ �·�¨��ÒoÕ�$/
�hÕ&�Xx%��������
<�����~�����$ò�/
��Ò��6���$�h��|�
��$Òoán.áÕ�~%

_r$+,��¨X&����
ØÏ~ " ã��ØÏ$ â�½+�&
án F�~ ¡_¢£�N"òØ
�#þò�".á4��âx#&+( a$
¤¢G¥= %((( ù�+.�¦�
�% ¢G$t�¨�6½+&$�&á
n.á&)*YZ§ã¨B�A©N
Ø$ ûªAN¼1/'/õ¿E
ø«)*+.��âx%

W¬N½¾KL$+N½+°m$P#
$%&',+.®ÝBC% #(&& ?H$p,
+.Hûl& ¼1l¯£)Bã°Ø±*²
~³&A~³~¯¡³´ #( ù´(H &% aF
¡&$%&! :µN)B¶>Ø$p,/lF&Ø
lFÃÄ·j "$!( ¸¹õ(+.º ûl
)B»¼$|½· &(()(p,¬(.E7«
¼¯%å¾Z@ $ ãU¨©)*¿À $�
#((" ÁE7ÂÃ%å¾0'N &(" a¬(
.$ HÄ@º NÅÕ»ÛÔÆÇpG$&("
:«ÿÃÄ$ÈÉÃ%å¾ôÊ%

S+.�ËÌÍÎ%Ï+,Ð $( ù1ã
Ø��("^N¬(.ÑÒHÓ¼Ô�Õ
2$*")N9:;<®2ÑÒ% #(&# ? ' ú
&" n$ÉÃ%å¾Ö×H+,ÇØG/H(
Ù)"ÚÛ+,¬(.ÜWÝÞN'(&ß&
6©àámâþãämâ$ ��å·¨©A
æNØçÓè% ÚÛ #(("&#((* ÁN && �¬
(.º �Ñ¾Hé²NêX´_$ ¥Cë
ì¨�íZ$©ÑÛ%å¾$Ü©Ø¼%åî
+�±ï% #

%&'(
!!!3456789:;<

' ú &* n$ ´µk#$%&',ðÇ$
gSñ¡òñ%å¾r�qó¬(.% Hq
óÝQ$´µôk$p,õ�¬(N+.$ö
A÷�øë'(�$åA�Ìqó:ùÇú%
�ÌÇúÄûØ$üÛmâýþ$OÐ��$
�+Çÿ!!q0%Çú�"$qó:ù#$
´µ$üÛNíZ%�qrOÁ¬(.$tH
�+,&'ð�;(NT)%

*;+.+,/$0(S$]Q-.WP
#$%&',/0Ð+.0(FGNÞ1%
æ2$ p,A�3+.0(G©�»��N
"A3°Fû#$�["+,4ýöAÖ×$q
0��5ÿ67�;$«,½'F«ùº�#
NFG©5$¨"�5489:&,;<íà
íNã+.0(FG8ù=% p8ù=Ní
Z$0`*kã>Ó?'0(@A$S{P¤
Aa+.%�+Wº;B$tß+Wº9%

HÑû/',òØ$ p,`CD�[¬
(.0(FG_`;<EíøN%¤A?$+
,àßÖ×¥ß<�±Ö¯�&5:ù$i¨
FÀaÓGHi$IJ«¼ #( Ua�Êþæ
dK��(ÓG¹Ç$ �L�(:#MN�
�%©OPQã½Rº�0(FG$p,S>
¤aõ(½RTE�5 & 1�($ ¿À½R
�5 # 1$5àí�5 ! 1�(% � #(&( ?
U$+,¤?V 0(�W !( XY$Ðyz
Z[+.0(N½R:\³P%

lö?$p,td9u]°m$�"Uì
6N9:;<uÏ^$ __wl¬(.0(
\`a%ÃÄQX'b$üÛr6� $(( ù1
9:;<�(S�&]^rE&9:MN~K
c\`$©¬(.vd &!((( ùeqó\`%
#(&# ?$+,r6-]ê9:;<WfMN
g<tu0jk &&$"' a$ ¯MNg<uã
ãhÄæOõ(¬(.u%

©P+.¬(@�FGg<�Ý "ij
Ð�#$#((+ ?$p,H«¼·¿p&kg�
¦$-H #(($ ?«cZ[%kg�¦$õvr
lm+.k�(�¦$ HFGg<VÞ�n
FGBÓ%kg�¦$¨©#$%&',+.

VÞ#À&o>0(NÞßij% pH #(&#
?$p,+.0©�(vC��l #(( e$�
�º� %( U´.á)o´_$©�(È«�
qfr %(( UXY% p,Ò�Fû5Nst
¢+HuvwÈÓF(xkg�¦À�$v
C"F�æåo«#N|<���$©�(y
z{|}~¨��XùY%ÃÄkg�¦$p
, "()Z¡N¬(.�Ý�=0(%

¡�¢Ï$�B6Ó$?'�#$%&'
,¬(.��(1�N0(@A%_r$p,
��«¼¯%å¾&¯x%ÚÛ&$Õ67�
�?�(&ÉÕ67&½Ó67&öAÞF~
%(( ù1;<�"�;À:#dMd5% l
ö?�$ �(¤?k+,�"qó= !(( Q
Z¡$W %( U1�(�+,����$HX
&9Ã&Òo\`&�6ø«&¸¹&�xá&
�T&9Ãd�( $ aõ("^�;$%$t
� *( Ua�;($ ��©�(;<��l
%((( �,-N¬(.% G�On$p,¬(
.0(·���� % ?hÄ *()%

)*+,
!!!=*>?@ABCD2

O? ' ú " n��$ #$û:üýï»
û;����k#$%&',ÇØ$ ÝQ�
{�+,ædÖ×d�+,]^Ý�N�
�%G©¼10f234/'+,$+,_r
gHL²ëVW&¼�A¹&¼nK�N/~
'(,ò��_`�E$ ���»û;Ð�
:\/H�¤$ -®2�«Ó��+,Ns
òÍ��$��+,"��&��&�î#��
N¼1l��âx��%

_r$+,���� ! µ8(©"#$û
/ò¬(.0(FG¿E;<#$��¢µ8
(©#$û0(FG "A3°# Fû,-;
<--H #(&(,#(&& ?H8½¾ÿ(©"«¼
0(FG���//ò#$E7«¼/ò0(
FG %( Þ[�$�¿@±*"«¼'(½¾
¿E;<#&"#$û�W`�;<# ~ !( U
´ûÿlZ¡±ï��%

]+,tH�y�Ar[NhB%
R}`½¾1�$ Ü`Zh+,r[N

úÏÓè%â�'(½¾N²�4$" R#$
�H#$%&',Ìk²�Þ1% ©vw½
R+,$+,HÞ�½+BÓ¡p&õ()B
¡p& R�½R�ÆN¢G$tãÓ"^'
(½¾$�% ¢£X&9Ã�6ø«'(½
¾67$ +,
��(|G $
�"� &( a
½R¹hFG
¤þ ' a�(
ãRFG¤ $
¤?lC &((
U:µ½Rk
|G�(¥'
¦§$ +,½
RØN +()�
�¨����
�($  R�
½R©ªjk
"()%

©"«½
R1¬$ l¢
?$ +,¿@
l &$* �½

Rk¼�/òþ½¾Ô®+¦Eg$l $%
�¿À½Rk * a¼1þxÍ+¦¿E½¾
<¯%_r$+,��°W #% a½+7±&%%
a²û7±&&" aG7±$ �Ø¼1l½
+7± # a$ûl½+7± % a(°W«¼,
-½R & �$ #$û³²"½¾³*+µ &
�$ûl½+�R ! �$ûl,-" R½R#
" �$ûl'(½¾õ(±´: &+ �$#$
ûµ?¿À½R &' �%

l¶?�$ Ñ¼X&9Ã[(N¿À�
(!!!Ø¼$Õ]^·¸$_pán�¹ '(
Ua¼1þxÍ$�?¹ºr7Ü�H #(&%
?B» &%(( ¼Yãd$ ¨©½¾ %(( Þ�
(% G©Aº¿Ä�Ø¼X&9Ãá(AU
¨;N+ò$ #$%&'()*+,ÜÀÁ
vC$H"ÂÃ #À��+,��¨©"²ë
VW&¼�A¹&¼nK�#/',ò%

#((* ? ! ú$ 5#$%&',G©�´
;<N"#$ûX&9Ã�6ø«'(½¾6
7#Ä#¨"% 67Ý°W +% 1¨ù;<$�
ØãÿI`X&9Ã�($ÅÆÈÉÒÓÔÕ
ÚÛ&ÒÓÔÕGÇº&$ÕÒÔ~G©<T
;;<NÈ��($QX�(ÉÊ�ÅÆX&
9ÃG]&t¨&dËÌÿÍÎÏ&dÐYZH
�N¡&Ø&�Tá(Ñ% 67¨"@$yzG
©$ÒÀÓã$� #(&& ? $ ú8¬>©#$û
"ÂÃ #234'½67��;<%

#(&# ? ' ú$AºÔOX&9Ãá(]
^Ns��(ã+!!!Ø¼$Õã+g�¨
"$-ÕÖ#$%&',$p,,;×íòl
Ö×$ +,U�Àÿ8ó©ã+(Z�;
<:ù%$Õã+N¨"$`Ø¼$Õvw:
Ó}Ø"]&'NxÙ4ÚÛ% ¢£#$%
&',$$Õã+�L"¨©½¾[(A¹N
�(ã+#N_`�E% GäA?1@$pò
$�BÓ�j & X:Z¡%

'½67þ$Õã+N¨"$ P#$%
&',E7�Aa�[/Üµò�|G&�
Ý/Üµò��îNsN]^÷m$ =2�
QºÝÞN'(,ò�*{sNhB$ ß]
sNàÓ%

'# ?áâãú$'# ?äår[$ #$%
&',��©¼1$%� ' Xù�/+,N
O9�:#%QX+.æ�Aççãè$NQ
é__Uê$êLQëNPì%

íPXéîèê$ï�Ñðñsû%
ÑÛW<5æ\$Hu�Nãúé$#$

%&',�$%CòUóôPìNãè**

EFGHIJKL

MNGO:PQRSTUVWXJGYZ[\

]^/_/`

!!"#$%&'()*+,-./01"

"ab.c defg"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何国庆）
眼下正是高考志愿填报关键时期。 就
在考生和家长正在为第一志愿到底
填什么挠头时，我省一些高校纷纷亮
出了包括优待第一志愿考生、保证专
业选择、奖励新生等优惠政策，吸引
高分考生的目光。 其中有的高校对高
分新生的奖励已高达1万元。

中南林科大规定，考生第一志愿
报考该校， 成绩超过投档线10分以
上，满足其第一专业志愿。 第一次投
档进档且成绩特别优秀的考生除满

足其第一专业志愿外，入校后，还可
享受学费减免的奖励政策。 减免学费
按成绩超过投档线分数多少决定，本
科一批超过投档线15分，即可减半年
学费，成绩超过投档线50分以上的减
免3年学费。 本科二批录取考生(国际
教育实验班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
除外)， 成绩超过考生所在省投档线
30以上，也可以享受学费减免。

湖南中医药大学对第一志愿第
一次投档录取的优秀新生实现发放
“新生奖学金” 的政策。 发放的起点

是，新生高考原始总分须高于生源地
省份本科一批分数线30分 (含30分)
以上， 标准从每人1000元到5000元
不等。

南华大学对我省本科一批文理
科考生更是优待有加。 凡投档到该
校、专业服从调剂，身体符合专业要
求的考生，学校不退档，全部录取。 凡
被录取的新生，入校一学期后可按规
定申请调整专业。成绩超过投档线20
分以上， 身体符合专业要求的考生，
满足第一专业志愿。 学校还表示，生

源“响应度”高的热门专业，将适当增
加招生计划。 录取到该校的新生，除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眼耳鼻喉方向、
临床医学五年制卓越医生班、临床医
学免费全科卓越医生班、 核工程类
（涵盖核工程与核技术、 辐射防护与
核安全、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3个专
业）、 核工程与核技术（卓越工程师
班）专业外，其它专业的新生，成绩超
过投档线20分及以上就有不少于
3000元的“奖助金”，超过60分及以
上的奖助额度更是高达1万元。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何国庆）昨
晚， 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全省高考单
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分之一的考生名
单，150多名“单科尖子”榜上有名。 这
些考生在6月28日至7月2日进行志愿
填报时，在专设志愿栏填报志愿，可享
受增加一次投档机会的政策优惠。

单科科目的界定明确为按试卷
定科目（即同一试卷为一科），即按语
文、数学（文）、数学（理）、英语、文科
综合、理科综合六科确定科目。 单科
成绩优秀考生的基本条件是，考生的
高考成绩（含优惠分）要达到本科三
批（B）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且其
某一科目的成绩位于该科目报考人
数的前万分之一（按四舍五入办法取
整）以内（含最后一名的同分考生）。

“单科尖子” 增加一次投档机会具体
投档时间安排为：上本科一批录取控
制分数线的考生，在本科一批平行志
愿投档前， 按志愿提前投档一次；上
其他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提
高一个批次按志愿提前投档一次。

“单科尖子”投档是按专设志愿进
行。 符合条件的考生如要享受这一政
策，必须填报专设志愿。 考生可以选择
是否填报或填报哪所学校。 如果要填
报,只能选择今年在湘招生的学校和专

业填报，学校代号和专业代号按省教育
考试院公布的填写。 高考成绩（含优惠
分）达到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
的，只能填报本科一批院校；高考成绩
（含优惠分）在本科三批（B）录取控制分
数线以上、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
下的，只能填报本科二批院校。

省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表示，实行
这一政策的本意在于，让单科成绩特
别优异的考生能够被录取，逐步形成
“偏才”脱颖而出的多元化录取机制。

增加一次投档的机会，录取与否由高
校决定。 招生院校特别是外省高校对
这一政策是否认可还会有一个过程。
考生如要享受这一政策，应事先向高
校了解他们对这一政策的认可度和
录取的可能性。 录取单科成绩优秀考
生的计划来源，即“外省高校使用机
动计划，省内高校可以使用机动计划
或预分计划录取”。 外省高校即使认
可湖南的这一政策，如果没有机动计
划也不能录取。

本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贺燕军

烈日下， 株洲市泰山西路延伸
段二号地块统征地项目区内征拆秩
序井然。 该项目被称为该市的“阳
光拆迁” 模板， 现已在全市推广。
6月25日， 记者来到这个项目征拆
指挥部， 看到这里“阳光征拆” 已
形成一套完整体系。 当地群众介绍
说， 依据这套体系， 被征拆人知道
这是在明明白白征拆。

该项目统征地面积 680.4亩 ，
涉及7个村民小组， 拆迁房屋87栋，
拆迁房屋建筑面积49330.4平方米，
涉及人员365人。

该项目征拆工作于发布征收公
告伊始， 便严格按照“阳光征拆”
模式进行操作。 在项目征拆指挥部
的一面大墙上， 记者看到4面大型
项目征地拆迁公示榜， 详实记录着
项目征拆历程， 以及被拆村民所关
心的方方面面问题。

第一榜， 不仅介绍征拆项目情
况， 还介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
策， 更有株洲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
公告及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公
告。

第二榜 ， 为项目人员安置信
息、 房屋产权信息公示榜， 做到被
拆村民的户籍情况、 可享受安置房
指标、 购房补助及房屋合法性认定

情形等情况一一上榜。
第三榜 ， 有征收土地各项补

偿、 房屋拆迁分户补偿结果方面内
容公示。 在这个公示榜上， 被拆村
民的人员安置情况、 房屋面积、 补
偿总费用等信息均被一一公示， 村
民小组的土地面积、 土地补偿费用
等信息也公示上墙。

第四榜， 各项补偿公示内容明
细， 被拆村民的土地补偿费、 安置
补偿费、 青苗补偿费、 地面设施费
以及拆迁房屋各项补偿等10项各种
与征拆有关的费用计算明细表， 全
部详细列出。

榜前观看的群众对记者说， 市
国土资源局土地征用处的干部很负
责， 特别是被拆村民最关注的第三
个公示榜， 已出到第三期了， 对照
这个公示榜， 可严格对照自身情
况， 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情况， 如
有异议可及时提出。

“自从该项目开始征拆后， 村
民便经常来到指挥部查看这个公示
墙， 它让每个拆迁户的补偿情况清
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大家伙心里透
亮了， 拆迁的积极性自然就提高
了。” 泰山西路延伸段二号地块统
征地项目指挥长、 王家坪社区书记
黄先红颇有感触地说。

据介绍， 目前， 株洲市城区67
个重点项目征地拆迁得到顺利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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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优惠政策吸引高分考生
优待第一志愿考生:保证专业选择，最高奖励1万元

高考���招生关注

150多名“单科尖子”名单公布
可增加一次投档机会，考生须填报专设志愿

拆去心中“壁垒”
记者�� ��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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