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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7月6日，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
到，《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正式公布。今年高
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8日正式开始， 将分6批
进行，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德
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一本录取7月14日开始

7月8日，我省高招录取工作将从飞行员
录取、 香港高校单独招生录取拉开帷幕。《方
案》规定，整个招生录取工作分6批进行，各批
次录取的院校和时间安排如下：

本科提前批：军事院校（含武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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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海类专业；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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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直属师范大
学公费师范生招生、免费医学专业、需要政审
面试的国家专项计划招生院校（专业）、香港
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独立设置本科艺
术院校和参照此类院校招生办法执行的院校
的艺术类本科专业， 以及所有在湘招生一本
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录取时间为7月9日
至13日。

本科一批： 重点本科院校和参加该批录
取的一般本科院校。其中，国家专项计划（含
二本院校）、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中南大
学综合评价录取、高校专项计划、单科成绩优
秀考生招生录取时间为7月14日至17日，其
他本科一批计划录取时间为7月18日至26
日。

本科二批： 参加该批录取的一般本科院
校（含民办本科院校、职高对口招生本科专业
〔省内公费定向师范招生专业除外〕）。录取时
间为7月27日至8月5日。

本科三批：本科独立学院（含独立学院的

艺术、 体育专业）。 录取时间为8月7日至12
日。

专科提前批：公安院校（含警官、刑警院
校）的公安专科专业；需要面试的航空乘务类
专业；航海专科专业；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
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的专科艺术专业；定
向培养直招士官专业；其他类专业等。录取时
间为8月14日至15日。

高职专科批： 其他有专科招生计划的招
生院校（含职高对口专科专业）。录取时间为8
月16日至24日。

投档比例一般不超过120％

《方案》规定，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先按
分数优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再按考
生填报的学校顺序出档； 非平行志愿的投档
规则， 按志愿优先的原则， 先投第一志愿考
生，按排序分数从高到低顺序出档，第一志愿
考生生源不足时，再投第二志愿考生。投档比
例由高校根据有关规定确定， 一般不超过
120%。

为更好地服务考生， 尽量降低志愿填报
风险，我省要求在湘招生的本科提前批、本科
一批、 本科二批及高职专科批院校投档比例
设置为105%以内（军事院校招生100%）。各
招生院校（军事院校除外）可设置并提交投档
比例，未提交投档比例的将按100%的比例投
档。各批次征集志愿不再提交投档比例，我省
将按100%的比例投档（艺术类按有关规定投
档）。

《方案》确定了按规则投档。自主招生、高
水平艺术团、 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和中南大学
综合评价录取招生， 按对应志愿和高校提出
的合格生源（含学校提供的录取优惠分值）及
模拟投档线投档录取。

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分之一的三本线
以上的考生按对应志愿投档， 由高校择优录
取。

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的招生， 按高

校提出的合格生源投档录取。
其他类型招生（含机动计划、 定向就业计

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民族班计划、
预科班计划等）均实行按志愿投档录取办法，即
根据招生计划、 考生填报的志愿和学校调档要
求，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

最大降分幅度可至80分

按我省政策规定， 征集志愿投档后仍不满
额的外省农林、航海、地矿类本科院校以及在湘
高校（含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学校）在生源不足
时，可在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内按考
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其中，普高艺术、体
育类专业降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投档时， 文化最
大降分幅度为14分，专业最大降分幅度为6分；
职高艺术类文化和专业最大降分幅度均为10
分。

单列了招生计划的经省教育厅批准的省内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特殊专业， 在录取控制分
数线上录不满额时，可适当降分补充投档，最大
降分幅度不超过30分。特殊专业招生在录取过
程中不能追加计划， 录取到特殊专业的考生不
得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高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 在该校调档分数
线上不能完成的，可在该校调档分数线下20分
以内、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按考生定向
志愿补充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高等学校民族预科班招生， 可在学校所在
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下80分以内从高分到
低分投档，由学校择优录取。高等学校民族班及
定向西藏就业计划招生， 可在学校所在批次的
录取控制分数线下40分以内按考生志愿从高
分到低分投档，由学校择优录取。其中，定向西
藏就业计划只面向全省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
民族班计划面向全省少数民族考生招生。 边防
军人子女预科班计划面向全省具有边防军人子
女资格的考生（名单由教育部学生司下发）招
生，在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80分以内按志
愿投档。

湖南高校招生录取拉开帷幕 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时间表

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国家专项计划为需要政审、体检和面试的院校专业；7月14日至17日
录取的国家专项计划为不需要政审、体检和面试的院校专业。

■链接

批次 工作日程 工作内容

7月8日 飞行学员录取、香港高校单独招生录取

本科
提前批

7月9日-10日
军事院校第一次投档录退、非军事院校（含需面试的国家

专项计划、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录退，其中艺术类专业录取预
计在7月19日左右结束

7月11日8∶00-12∶00 考生网上填报军事院校和省内公费师范生征集志愿

7月11日16∶30前 定向志愿录取；军事院校征集志愿录退
7月13日16∶30前 省内公费师范生征集志愿录退，完成本批录取

国家
专项
计划

7月14日-15日 国家专项计划第一次投档录退
7月16日8∶00-18∶00 考生网上填报国家专项计划征集志愿

7月17日 国家专项计划征集志愿录退

本科
一批

7月18日-20日 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高校专
项计划招生、单科成绩优秀考生录取

7月21日-22日 非定向志愿（含地方专项计划）录退，定向志愿、民族班录取
7月23日8∶00-18∶00 考生上网填报征集志愿

7月24日 本科一批征集志愿录退

7月25日-26日 预科班、高水平运动队、定向西藏就业计划录取，完成本批
录取

本科
二批

7月27日 单科成绩优秀考生投档录取
7月28日-29日 非定向志愿录退

7月30日8∶00-18∶00 考生上网填报征集志愿

7月31日-8月1日 征集志愿录退，其中艺术类专业录退预计在8月5日完成
8月2日 预科班、高水平运动队、定向西藏就业计划录取

本科
三批

8月7日-9日 非定向志愿录退
8月10日8∶00-18∶00 考生上网填报征集志愿

8月11日-12日12∶00 征集志愿录退，完成本批录取

专科
提前批

8月14日 非定向志愿录退
8月15日 服从志愿录退，定向志愿录取，完成本批录取

高职
专科批

8月16日-18日16∶00前 非定向志愿录退
8月20日8∶00-18∶00 考生上网填报征集志愿

8月21日-22日 第一次征集志愿录退
8月23日8∶00-18∶00 考生上网填报征集志愿

8月24日 第二次征集志愿录退，完成本批录取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周月桂）今
天在湘潭举行的第七届湖南省电子商务大
会上， 京东湘潭电商产业园正式授牌。会
上，该产业园发布了一揽子优惠政策，邀请
全球电商企业前来落户。

今年4月，湘潭市和京东集团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以及《“互联网+”新经济发
展合作项目合同》，双方在21个领域开展深
度合作。 京东湘潭电商产业园是双方合作
的重头戏之一，选址于湘潭高新区，总办公
面积15000平方米，即将投入使用。该产业
园由京东集团负责运营，湘潭市政府、湘潭

高新区管委会和京东集团联合提供政策支
撑。 通过京东的资源输出和政府配套产业
政策，打造“人才优势+成本优势+产业链
服务+京东资源+政策引导” 的服务体系，
将建设成为集商务办公、仓储服务、产品展
示、技术交流、生活配套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园区，吸引长株潭、华中
乃至全国全球电商企业落户。

湘潭市副市长傅军介绍， 将为进驻园
区的企业提供14条优惠政策，包括：落户园
区企业享受5年免租的优惠政策，给予京东
资源服务包，享受京东物流优惠政策等。

京东湘潭电商产业园授牌
向入园企业送出政策“大礼包”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杨粲 李泰卢）今日8时至14时，全省平均降
雨4.4毫米，最大为怀化14.1毫米，其次为娄
底10.4毫米；点最大降雨为慈利县南山坪乡
赵家垭水库80.0毫米；强降雨主要发生在慈
利、沅陵、麻阳、会同、双峰、洞口、东安等县局
地，共11县19站降雨超过50毫米。

此前的5日8时至6日8时，强降雨主要

集中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
化北部、常德西北部、岳阳东部；全省共23
县284站降雨超过50毫米， 其中10县44站
降雨超过100毫米。

自省防指7月5日22时启动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后，张家界、怀化、自治州、益阳等
市州防指同日相继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积极应对当前强降雨。

降雨主要发生在大湘西地区
张家界、怀化、自治州、益阳等市州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杨红伟 ） 省交通运输厅今天发布，全
省上半年公路水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28.5亿元，同比下降30.3%。其中，高速公
路投资同比下降53.5%。这表明，我省交通
运输投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防风险效应

正在逐步显现。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省交通运

输系统在投资安排上， 进一步优化投资方向
和结构， 主动压缩当前不急需的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投资，引导更多金融“活水”涌向实体
经济和产业项目。

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24.1亿元，
同比下降53.5%； 水运建设完成投资11.5亿元，
同比下降24.4%。

与此同时， 确保交通重大项目和民生实事
项目稳步推进。 上半年， 国省干线完成投资
116.5亿元，同比增长30.1%。其中开工建设安防
工程2848公里，已完工1004公里；开工改造危
桥254座,已完成92座。

另据介绍， 受到高铁、 民航等客流分流影
响， 上半年我省公路水路营业性客运量持续下
降，为4.8亿人次，同比下降9.9%。

交通运输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上半年全省公路水路投资下降30.3%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蒋
睿）第七届湖南省电子商务大会今天在湘潭
开幕。大会以“赋能新产业·发展新经济”为
主题，探寻行业发展趋势，交流电商发展经
验，同时也展示电商湘军风采。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杨维刚出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
集团、有赞、eBay、亿邦动力等电商“大佬”与
会，电商湘军发布诚信经营联合倡议。

近年来， 我省电子商务呈现出追赶式
跨越发展的良好态势。2017年， 全省电子
商务交易额8357亿元，同比增长37.5%，为

GDP增速的4.7倍。我省拥有的国家级电子
商务示范试点数量居中部省份之首， 电子
商务发展氛围浓厚，根据《中国“互联网+”
数字经济指数 (2017)》报告，湖南的“互联
网+”数字经济总指数名列全国第十位，“互
联网+”产业分指数名列全国第九位。

会上， 省跨境电商协会、 长沙市电商协
会、湘潭市电商协会联合快乐购、御家汇等22
家湖南电商百强企业代表，发出了《湖南省电
子商务企业诚信经营联合倡议》，倡议依法依
规诚信经营，共建电子商务诚信体系。

第七届湖南省电商大会开幕
电商湘军发布诚信经营联合倡议

7月3日，长沙市三一
大道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段， 跨线桥两端入口处的
4个路灯破损严重， 路灯
杆上的灯头掉落不少，还
有几个折断后已垂落下
来，成了名符其实的“吊
灯”。此处路灯下常有车辆
及行人经过，一旦灯头掉
落，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有
关部门引起重视，及时撤
换更新。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莫让路灯
变“吊灯”

图片说事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杨
元崇）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办的2017年度湖南
新闻奖、 第十四届湖南省优秀新闻
工作者评选于7月6日揭晓。

评委会经认真评选，对拟获奖作
品目录和优秀新闻工作者名单在红
网、华声在线进行了公示。来自中央
新闻单位驻湘机构，全省报社、广播
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和新闻客户
端的374件作品获湖南新闻奖， 其中
特别奖2件，一等奖79件（含8个新闻
名专栏），二等奖149件，三等奖144
件。20人获评第十四届湖南省优秀新
闻工作者，其中记者系列10人，编辑
系列10人。

湖南新闻奖、湖南省优秀新闻工
作者是省委批准常设的全省优秀新
闻作品和个人的最高奖项。省委宣传
部要求评选工作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充分体现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持原则标准，评选出精品佳
作，确保评选结果“名副其实”。为确
保获奖作品和个人充分体现在全省

新闻舆论战线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评委
会严把政治关、导向关、程序关，并组织
专家学者对获奖作品进行了认真审核。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1件作品获特别
奖，15件作品获一等奖。 其中，《砥砺奋
进的五年———“牢记嘱托，奋进潇湘”系
列述评》(湖南日报)获特别奖；重大报道
《大义如山铸精魂》(湖南日报)、《纪念建
军90周年系列报道》(湖南日报)、《今朝
湘企更好看》(湖南日报)、《“精准扶贫在
三湘”专题》(华声在线)，新闻专栏《湘
声》(湖南日报)、《湖湘英烈》(新湖南)，消
息《寸土寸金地 让与贫困户》(湖南日
报)、通讯《“送孕妇也是抢险！”》(湖南日
报)、评论《既要适度超前 也要留有余
地》(湖南日报)、系列报道《寻找战火青
春》(三湘都市报)、报告文学《使命，那一
刻化作永恒》(湖南日报)、摄影《十八洞
的19张笑脸》(华声在线)、版面《10月10
日4-5版》(湖南日报)、 专题《十八洞的
19张笑脸》(新湖南)、网页设计《十九大
的“味道”》(华声在线)获一等奖。

湖南日报社记者肖军、赵雨杉获
评第十四届湖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记者系列
肖 军 男 湖南日报社怀化分社社长
李 亮 男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
黄 宇 女 岳阳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节目总监
向湘龙 男 怀化日报社编委、本地新闻中心主任
蒋玉成 男 衡阳有线电视台台长
彭汝平 男 湖南省教育电视台记者
石 波 男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中心主任
辜鹏博 男 潇湘晨报社摄影部记者
李 胜 男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谭绍军 男 益阳日报民生新闻部主任
编辑系列
张树忠 男 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编委
赵雨杉 男 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编委、微信事业部主任
刘永平 男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交通频道副总监
刘先根 男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媒体研究部主任
林新华 男 衡阳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何 旭 男 星辰在线新媒体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
王永刚 男 尚一网总编辑
黄仁发 男 邵阳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
谢中良 男 株洲日报社全媒体指挥中心协调部主任
石更新 男 张家界市广播电视台台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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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6日讯（龙文泱 孟青 陈
沐） 媒体融合发展是当今中国媒体发展的
主题。今天，社区媒体融合发展暨《金鹰报》
转型创新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出席。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潘岗、 光明日报
社副总编辑沈卫星等中央和地方知名媒体
负责人与业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研讨当
今传媒生态环境下的社区媒体融合发展之
路。

本次研讨会由湖南日报社、 中国广电
报刊协会、《传媒》杂志社主办，金鹰报刊社
承办，江苏赛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2015年以来，《金鹰报》 全新改版，关
注社区生活，打造银发粉丝圈。同时，不断

丰富、融合新闻报道形态，以“金鹰云社
区” 为中心， 构建起了报纸———新媒体
（云端）———线下实体馆和落地活动的运
行闭环，连续3年实现盈利递增。

与会专家认为，《金鹰报》 紧随时代趋
势，定位准确，以小见大，是传统媒体成功
转型的范例。 社区媒体融合发展要注重发
挥媒体的记录功能，建设新型熟人社会，唤
起街坊记忆；发挥协同功能，倡导新型美好
生活，鼓励老人参与社区治理；发挥连接功
能，创造新型服务模式，共享智慧未来；通
过进一步细分读者市场，增强服务性，打造
具有本土特色、辨识度高的社区媒体。

会上，《金鹰报》 与相关媒体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

专家齐聚长沙 论道融合大计
社区媒体融合发展暨《金鹰报》转型创新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