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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左丹）昨
晚，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湖南省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征集志愿投档
分数线（简称“投档线”），部分高校的投档
线超过一本录取控制线。

记者发现，一些高校征集志愿投档线
比正常录取时的分数线要高。如文史类投
档线最高的是集美大学， 达到604分，而
其平行一志愿投档线为594分。河北师范
大学文史类征集志愿投档线为598分，而
平行一志愿投档线为575分， 均超过我省
今年一本线。此外，天津理工大学理工类
达到556分，超过一本线43分；理工类投
档线较高的还有南京审计大学553分、上
海海关学院552分、上海电机学院545分、
温州医科大学542分、 浙江农林大学542

分等。文史类中，上海海关学院达到599
分，超过一本线30分；其次，河北师范大
学598分、重庆师范大学594分、重庆工商
大学590分等。在湘高校中，湖南财政经
济学院文史类达到580分，超过一本线11
分； 投档线较高的还有湖南警察学院571
分、湖南科技学院567分、湖南工学院566
分、长沙师范学院560分。此外，长沙学院
理工类达到533分， 超过一本线20分；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524分、湖南财政经济学
院523分等。

本科二批录取工作从7月27日开始，
8月5日结束（艺术类本科二批录取从7月
20日开始，8月4日结束）。 参加该批次录
取的院校共计 596所， 在湘招生计划
82900人。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廖艳霞 谭文强）7月31日，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
顶着烈日， 来到位于湘潭经开区的富力城项
目，督察湘潭市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省第三环保督察组组长肖国安告诉记
者，督察组进驻湘潭已6天，现场督察了100多
个点，逐一核实是否整改到位，群众满意度如
何。

在富力城项目现场，原来的违规项目已全
部拆除，土地进行了平整，裸露土地全部完成
绿网覆盖。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在湘潭督察中

发现，富力城项目违反《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生
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责令湘潭对
“绿心” 禁止开发区内存在的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限期完成清理整治。

收到反馈意见后，湘潭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落实整改。湘潭经开区调研员颜正群介
绍，涉绿的60亩违规低层建筑已于去年10月底
前全部依法拆除， 完成复绿；78亩人工湖主体
开放水域周边完成了绿化和景观提升，作为沿
江风光带附属景观及休闲公共设施，对广大市
民开放；59亩违规古镇也在今年6月30日前拆

除完毕。年底前，将继续按照生态复绿要求，在
拆除的古镇建筑区域全部播种草籽、 栽种苗
木。

督察组对富力城项目整改按计划要求推
进表示肯定。 当天， 督察组一行还前往百亩
湖—爱劳渠黑臭水体整治项目现场。 经过整
治，这里已恢复近百亩水域，彻底消除了黑臭，
水质明显改善。据介绍，2017年以来，湘潭市以
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为契机， 自我加压，对
包括爱劳渠在内的24条城区黑臭水体进行治
理。目前已完成23条黑臭水体的基础治理。

核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进驻湘潭6天，现场督察100多个点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文红武）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奔现场，自7月
30日起，省第二环保督察组派出多路现场核查
组，对株洲市各县市区实施下沉督察，重点核
查去年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件及群众投诉举报
热点件的办结情况。

7月30日晚8时许，省第二环保督察组组长
常智余率队到株洲芦淞区贺家土、天元区沿江
路的夜宵街进行暗访，发现天元区沿江路“龙

轩逸”餐厅露天烧烤，餐饮油烟直接排放。
当晚10时许，另一队督察人员对茶陵县炎

帝路夜宵城油烟投诉进行核查，详细询问店主
的生产经营、 油烟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
茶陵夜宵城共68间店面， 现已有25家夜宵、烧
烤店入驻营业， 均按要求安装了油烟净化器。
据周边群众反映， 茶陵县夜宵摊定点布局，统
一建设油烟净化设施后，油烟扰民的现象大大
减少。

今天，环保督察组一队人员直奔攸县攸州
工业园湖南奥维环保科技公司生产现场，认真
查看该公司生产车间、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
设施等运行情况。督察人员要求公司负责人提
高认识，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以最严的标准、最
严的措施对待环保工作。

此外，长株潭绿心地区制砖、养殖等行业
企业的关停退出，也是督察组关注重点。据了
解，此次下沉督察将持续至8月7日。

让每个交办件都有“回响”
省第二环保督察组下沉株洲各县市区督察

本科二批征集志愿投档线公布

手机扫一扫，通行费交了
全省416个高速收费站可实现手机扫码缴费， 长潭西、

潭衡西和长沙机场3条高速未覆盖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袁武华）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农发行湖南省
分行上半年工作会上获悉， 今年以来农发行
湖南省分行支农力度持续加大， 上半年累放
各类贷款398.11亿元， 同比增加174.4亿元，
贷款增速高于全省同业平均水平。

支持粮棉油收储、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
农发行的立行之本。 上半年， 农发行湖南省
分行及时足额做好政策性信贷资金供应和管

理， 积极稳妥支持各类主体自主入市收购，
累放各类收购贷款13.48亿元， 收购粮食41.39
万吨。 到6月底，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贷款余额
达到1975.48亿元， 比年初增加163.02亿元。

持续做好各类扶贫贷款的合规投放， 围
绕全省11个深度贫困县和549个深度贫困村，
研究制度政策和模式创新， 全面对接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重大规划和重点项目； 加大
对贫困村提升工程的信贷支持， 做好易地扶

贫搬迁信贷政策衔接和贷款规范管理。 截至6
月末，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770.43亿元， 占全行各项贷款38.40%。

下半年，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将持续加大支农
力度， 做好夏粮和秋粮收购信贷工作， 充分发挥
农发行粮食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作用， 统筹做好
政策性收购和市场化收购， 确保不因农发行工作
原因出现“卖粮难” 和“打白条”； 积极做好精准
扶贫工作， 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等。

省农发行上半年累放各类贷款近400亿元
贷款增速高于全省同业平均水平

高考招生关注

自强御侮
创办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

洋务运动中， 深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湘军将领领悟到欲自强御侮，必须与时
俱进，学习西方。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学习西方
船坚炮利的经验，培养军事人才。

1866年， 刚刚平定太平天国的湘军将领
左宗棠， 在闽浙总督任上奏请在福州马尾创
办船政局，同时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造船技
术人才和海军人才，于1867年1月6日开学，5
个月后迁新址， 改称船政学堂。 前学堂习造
船，后学堂习航海，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
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

1885年，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仿照德
国规制，在南京设立武备总学堂，分建两所，
一讲实学，专选粗通英国文字之敏干子弟，延
请德国能通英文之陆路员弁教授；一讲操练，
学习西方行军布阵。 又建议在金陵下关购买
仪器设备，设立水师学堂，聘请英国水师教习
前来教授学生天算、测量、驾驶、鱼雷等各项。
5年后在金陵仪凤门和挹江门之间（今南京市
区中山北路346号）划地二三公顷，建立了江
南水师学堂， 并将之前他在金陵火药局内设
立的水雷学堂也并入了这所学校。

1898年4月，18岁的周树人（鲁迅）考入
该学堂轮机班就读。1912年江南水师学堂被
改为海军军官学校，培训海军高级军官，被誉
为中国海军的摇篮。1925年停办，校址成为民
国政府海军部。

� � � �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百年风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湖南出现那么多元帅、将军级的军事家，
并不是偶然的，这与湖南人重视军事教育分不开。湖南人审时度势，在全国各地创办军校。放眼华夏，数英雄人物，
多为湖南人或湖南人所培养———

百年军事教育成就湖湘传奇

毛泽东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
1927年11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为提高部队的军政
素质，创办了红军教导队，这是中国工农
红军最早的干部培训机构。

1931年10月，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将红一军团和
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在江西瑞金组建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由萧劲光（湖南长沙
人）、何长工（湖南华容人）、邓萍等负责组建
工作。11月25日，萧劲光被正式任命为校长，
但未到职。随后，叶剑英、刘伯承、何长工、周
昆等先后接任校长。1933年， 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

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
军大学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红军干部团
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
学校”，不久改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
“红大”，周昆（湖南平江人）任校长，袁国平
（湖南邵东人）任政治委员。

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
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
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林彪任校长 ，
刘伯承任副校长，毛泽东亲任抗大教育委
员会主席并多次亲临授课。

红军学校、“红大”“抗大”先后培养了
一大批中共中高级军事将领， 为全面抗
战、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宝贵的人才。

湖南本地军校除了给近现代中国贡
献了大批军事人才外，湖南人还在全国各
地兴办军校，将影响辐射全国，可以说，近
现代军界精英，绝大多数都与湖南有着各
种渊源关系。

1905年6月， 蔡锷应广西巡抚李经羲
之请出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兼总教练官，多
方掩护同盟会成员黄兴、谭人凤、邹永成
等往来湘桂之间。1906年底， 蔡锷在桂林
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兼总办（即校长）和
干部学堂。蔡锷在广西经营6年，培养了大
批新式军事人才， 后来统一广西的李宗
仁、白崇禧等都是他的学生。

1911年春，蔡锷应邀担任云南陆军讲
武堂总办兼教官。 蔡锷带来的第一个礼物
是一套讲稿———《曾胡治兵语录》。 它是蔡
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治兵作战之经验，结
合自己的感悟，编辑整理而成。蔡锷病逝一
年后，该书由上海振武书局公开出版，蒋介
石看到后如获至宝， 将它作为黄埔军校必
学教材；1943年， 八路军军政杂志社也重
印出版， 毛泽东也曾认真读过。1911年10
月10日，蔡锷以讲武堂学生为骨干发动云
南起义。辛亥革命成功后，蔡锷就任云南都

督，将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朱
德、叶剑英、胡瑛、卢涛、李明瑞等数十名国
共两党的高级将领都毕业于此。

1924年， 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
校。一开始，孙中山想到了善办教育的湖
南茶陵人谭延闿，谭受命之后，率湘军将
黄埔军校那块地平整好后， 主动提出让
贤。 孙中山决定由军政部长程潜做校长，
蒋介石为副校长。但黄埔军校的校名“陆
军军官学校” 还是谭延闿亲笔题写的，他
是近代著名的颜书大家。

但湖南醴陵人程潜也没当成黄埔军
校校长，因为他早在1923年10月就在广州
长洲岛创办大本营军官教导营，后扩建为
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兼任校
长。 当时30岁出头的中级军官蒋介石，趁
机找了张静江去说情，孙中山考虑到程潜
重任在身，便让蒋介石做了校长。

黄埔军校开办后，许多湖南人考入其
中，著名的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
都是湖南人。

黄埔军校还有一个第九分校，校址在
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校长由时任西北
行辕主任的湖南双峰人宋希濂兼任。

近代湖南本土军事教育始于1898年初，
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拨款将省城求贤书院
改为湖南武备学堂， 戊戌变法后，学堂停办。
1901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决定重新开设武备
学堂，委派留日归国学生、湖南试用道俞明颐
为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俞明颐是湖南长
沙人，曾国藩孙女婿。

湖南武备学堂于1903年5月在长沙小吴
门外大校场旁正式开学。程潜、张辉瓒、陈渠
珍等则毕业于此学堂。

1905年，湖南武备学堂停办，在原址上
开办湖南陆军小学堂， 俞明颐为陆军小学堂
总办。辛亥武昌起义后，绝大部分学生参加了
湖南的起义。

第二次督湘的谭延闿为了培训湘军军
官，于1917年5月在原湖南陆军小学堂的基础
上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 当时正在宁乡驻
省中学读书的刘少奇也参加了讲武堂的考试
并被录取。但不久因战争解散。

1922年11月，时任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
恢复讲武堂。 1928年8月讲武堂第一期学生
毕业，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唐生明、张辉
瓒等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 特别是
彭德怀为了能跟上班，自己刻苦补习文化，经
常受到教官的表扬。

1926年12月，黄埔军校在长沙筹建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 即黄埔军校长沙分
校， 由湖南东安人唐生智任总负责人。1927
年，从万余名报名者中录取了1200名青年学
生， 另从国民革命军中抽调了800名连、排
长，共2000人。3月10日，在长沙小吴门外校

场坪原湖南陆军讲武堂旧址举行开学典礼。
由邵阳人石醉六任校长、 桃江人夏曦任政治
部主任。汪精卫、唐生智、石醉六、何键等是校
务委员会成员。“革命的向左来， 不革命的滚
开去！”这句著名的话，就出自于校长石醉六。

1938年，日军进逼武汉，中央陆军军官学
校武汉分校迁到湖南武冈， 改名为中央陆军
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冈分校。校
址位于今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校内。 武汉
分校中将主任湖南醴陵人李明灏带着从武汉
招考来的学生，从武昌搭火车到湘潭易家湾，
徒步来到武冈。至1945年10月，第二分校共
毕业学员23502人。 办学时间之长和毕业学
员之多，仅次于黄埔本校和西安第七分校。

1934年，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醴陵人何键
将当时辖下的军事教育单位统一为“湖南陆
军干部学校”，自任校长，前后8期共培训初级
军官1.2万人。

1938年，继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为了
加强湖南的抗日力量， 开设了国民党中央陆
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 校址设在长沙南门外
书院坪省立第一中学校内， 由蒋介石兼任校
长。该校专门训练保安团队、地方警察及在乡
军官。 1939年春，改称为湖南省干部训练团。

抗战初期， 国民党还在长沙岳麓山举办
了“军官外国语补习学校”，专门培养出国深
造的军事人员。 湖南炎陵人霍揆章在岳麓山
开办了战时干部训练班。1939年， 在南岳衡
山，由国共合作开办的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培养造就了大批抗日民族精英。 越南共产党
员胡志明亦曾在此学习。

刘绪义

湖南人能打仗，这不是什么秘密。
1989年11月， 经中央军委确定，

33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称号，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
36人。这36人中，有15位是湖南人。他
们是：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罗荣桓、
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
光达、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
黄公略。湘籍军事家占了三分之一多。

但湖南人为什么能打仗？ 近代湖
南为何涌现出这么多优秀军事人才？
我们盘点近代湖南和湖南人前仆后继
创立的军校，秘密就在其中。

兴学强武�三湘大地军校继起

全国办校�军界精英难脱湖湘渊源

“红大”“抗大”�培养大批中共中高级军事将领

蔡锷担任云南
陆军讲武堂总办兼
教官。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黄埔军校校名“陆军军官学校”由谭延闿题写。

曾国荃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成为中国海
军的摇篮。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江钻）手机扫一扫，通行费交了。省高
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今日发布，截至7月30
日，除长潭西、潭衡西和长沙机场高速公路
外，全省高速公路基本实现手机扫码缴费。
通行人工车道的车主，可不用现金缴费，用
手机扫码便可支付车辆通行费。

上午10时左右，一辆湘ANY6**牌照
的小车行驶至京港澳高速星沙收费站人
工车道收费岗亭，车主李先生打开手机银
行APP，对准扫码设备扫一扫，便自动缴
费了。

“可以支持支付宝、银联以及20家主
要银行的手机银行APP付款。” 省高速公
路联网收费中心高级工程师包巍介绍，手
机扫码支付比现金支付更快捷、 安全，可

大幅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
我省从今年1月底开始实施高速公路

手机支付缴费。截至7月30日，全省439个
高速公路收费站中已有416个收费站支
持手机扫码缴费；累计完成手机支付交易
约3.7万笔， 手机支付收费额占总收费额
的5.4%。

记者了解到， 目前还有长潭西高速、
潭衡西高速、 长沙机场高速这3条高速的
收费站，以及正在改扩建的部分收费站尚
未开通手机扫码支付功能，计划年底前可
实现全覆盖。

下阶段，全省高速公路还将接入微信
支付功能，并联合各大支付渠道同步推出
扫码立减、 赠送红包和优惠券等优惠活
动，为车主出行带来更多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