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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袁于评） 高校招生录取如何

投档，直接影响考生志愿的有效性和

最终录取结果， 考生和家长特别关

注。今天，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

到，今年我省根据志愿结构的不同，实

行平行志愿投档和非平行志愿投档两

种规则并行的办法，录取大学新生。

所谓投档规则是指普通高校招

生投档时所遵循的操作原则。我省实

行的非平行志愿投档规则，是指在上

线考生中，按志愿优先的原则，先投

第一志愿符合条件的考生，按排序分

数从高到低顺序出档。第一志愿考生

生源不足时，再投二志愿考生，依次

类推。这种规则适用于本科提前批的

非军事院校志愿， 以及定向志愿、民

族班志愿、民族预科班志愿和专科提

前批志愿等。

平行志愿投档规则是我省高考

录取的最主要投档形式。即首先将同

一科类在某一批次录取控制线上的

考生按高考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当遇到多名考生分数相同时， 依次

按语、数、外单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排序）， 再按考生填报的学校排序顺

序出档。

据介绍，在平行志愿投档时，计算

机自动根据程序， 执行三个步骤的操

作指令。第一步将填报不同“科类”的

考生分列在不同的“队列”中，计算机

依据考生填报某批次第一学校的第一

专业所在的“专业类”作为列队的识别

标志，同一“列队”的考生，必须有同类

可比的“成绩项”，例如本科一批志愿

投档时， 计算机会按考生填报的本科

一批志愿中的第一学校 （自上而下顺

序）的第一专业所在的“科类”，将考生

分成“文史”、“体育（文）”、“理工”、“体

育（理）”等四个“队列”；第二步按成绩

高低排队，当遇到多名考生同分时，分

别按语、数、外三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排序，每个考生在自己的“列队”中只

有唯一的排序序号；第三步，先按考生

排序序号从小到大顺序， 确定考生投

档顺序， 再依次按考生填报的平行志

愿表中高校的顺序（自上而下），确定

学校志愿投档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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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袁于评） 今天， 省教育考试

院传出信息 ， 今年高考查分结束 ，

结果显示， 全省申请查分考生

2015

人， 计

3415

科次无一差错。

高考成绩公布后 ， 各地招生考

试部门接到考生查分申请明显少于

去年。 按科次计算， 全省申请查分

的比去年减少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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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各

科成绩无一差错。 申请查分考生的

查分结果已及时通知到市、 县招生

考试部门及考生本人。

志愿结构不同 出档顺序有别

高考录取两种投档规则并行

根据工作需要， 衡阳市蒸湘区人

民法院面向全省法院选调法官

5

名

（男）， 蒸湘区人民检察院面向全省检

察院选调检察官

4

名。 选调条件、报名

事项请分别登陆湖南法院网 （

http://

hunanfy.chinacourt.org/

）、 衡阳市人民

检 察 院 网 （

http://www.hengyang.jcy.

gov.cn/

）查阅。

2010

年

7

月

15

日报名

截止。

联系电话：区法院

0734-8846123

、

8846106;

区 检 察 院 ：

0734 -8869708

、

8869648

蒸湘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蒸湘区人民法院

蒸湘区人民检察院

2010

年

7

月

1

日

衡阳市蒸湘区

面向全省法检两院

选调法官检察官公告

� � � � 6

月

30

日， 长沙市地铁二号线五一广场站的地铁工人们顶着烈日在施工。

当日， 气温最高达

35.4

摄氏度。 实习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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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周怀立

李文峰）今天，从上海传来喜讯，株洲

市成功入选“

2010

中国十大最具投资

价值城市”。 这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

的城市。

此次活动由中国企业联合会 、

中国企业家协会主管， 中国经济报

刊协会、 中国企业报社联合香港文

汇报主办， 世博城市之星专题活动

办公室等承办。 有关方面邀请专家，

根据生态环境健康指数、 招商引资

软硬环境综合指数、 社会文明指数、

城市安全指数、 生活舒适指数、 发

展潜力指数以及城市知名度等指标，

推选出 “

2010

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

值城市”。

据了解，

7

月

18

日， 将在上海举

办 “世博城市之星———

2010

中国十

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发布暨招商推

广日” 活动， 所有入选城市还将与

有投资意向的中国

500

强企业进行投

资项目对接洽谈。

株洲入选中国十大

最具投资价值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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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刘谦

通讯员 黄姣玲） 当代湖南画家， 应

当以怎样的创作理念与审美情趣 ，

探索一条红色经典创作新路？

6

月

29

日上午， 湖南省美协召开 “辉煌岁

月·红色经典” 创作研讨会， 我省数

十名著名画家， 一起探讨这个重大

话题。

湖南拥有独特的红色革命资源，

湖南艺术家通过音乐、 电影、 美术

作品等多种文艺形式对此进行挖掘

与歌颂， 涌现了歌曲《浏阳河》，工笔

画 《欧阳海》 等一批经典作品， 形

成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湖湘红色文

艺品牌。 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省美协也开始启动以 “辉煌

岁月·红色经典” 为主题的大型创作

活动， 提炼出了韶山毛泽东故居等

近百个创作选题。 据悉， 不少艺术

家们已准备赴实地采风， 将在

1

年时

间里深入生活， 扎实打磨一批新世

纪的湖湘红色经典美术作品。

美术湘军启动“红色经典”创作

� � � �

本报

6

月

30

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路标） 湖南省第二十届人大好

新闻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

60

件作品

分获一 、二 、三等奖 ，湖南日报政法

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研究

室、怀化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被评为

组织奖。

为了促进人大新闻宣传工作，鼓

励更多的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

人大工作的好新闻作品问世，表彰在

这方面作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省人

大常委会研究室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联合举办了湖南省第二十届人大好

新闻奖评选活动。此次评选，共收到

参评新闻作品

146

件。经过认真评审，

共评选出消息、通讯、系列报道等各

类获奖新闻作品

60

件。其中，本报选

送的系列报道《全国两会、省两会“热

点对话”》和通讯《三级人大代表联手

助冤案昭雪》获得一等奖，评论《“

4

万

亿”怎么花》获得二等奖，通讯《弘扬

社会正气之举———我省首部褒奖见

义勇为法规诞生记》获得三等奖。

60件作品获人大好新闻奖

本报政法部获组织奖

� � � �

本报

6

月

30

日讯（实习记者 刘

勇 记者 柳德新）

7

月

1

日，省委农村

工作部、 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的

政务网湖南农村网正式开通一周

年。作为服务“三农”的新型平台，湖

南农村网致力于收集整理民情、转

办落实措施、 反馈回访信息，“聚民

智，解民忧”，成为政府和基层的沟

通桥梁。

截至今天，湖南农村网的访问量

累计达

15.7

万次， 平均日访问量近

500

次。一年来，湖南农村网共采用编

发各市州

700

多篇稿件，及时反映“三

农”工作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按照《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的规定，收集整合大量可公

开的涉农信息资源，方便社会各界从

网上了解我省“三农”工作。

湖南农村网开通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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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艳 谢丹） 高考、 中考落

下帷幕， 各中小学校也将陆续放暑

假， 长沙市疾控中心专家今天发出

提醒： 暑假是学生意外伤害的高发

期， 家长要高度重视， 做好安全防

范教育。

长沙市疾控中心对全市死因登

记报告信息系统数据显示， 溺水为

2009

年

6-9

月学生意外伤害首要死

因， 其次是交通意外。 而今年入汛以

来， 我省江河水位均大幅上升， 家长

尤其要给孩子做好水安全教育， 教导

孩子千万不要擅自去江、 河、 滨、 塘

等危险水域游泳或戏水。 作为一项

自救技能， 专家建议家长可在暑假

里陪孩子到正规的游泳馆进行游泳

技能训练。 “逃离” 了课堂， 学生

大多处于无人看管放任自由状态，

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也居高不下。 专

家提醒： 横过车行道时须走人行横道

（红灯停、 绿灯行）、 人行过街天桥或

地下通道； 如没交通信号控制， 须

注意车辆， 不要追逐猛跑； 搭乘公

共汽车时， 抓好扶手， 不可将身体任

何部分伸出车外， 下车时要注意往车

后瞭望， 确认没有车辆驶近才下车，

下车后不要在机动车道上停留。

暑假谨防学生意外伤害

� � � �

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樊利红）“我想对天底下所有

的残疾人朋友说：面对苦难，不抛弃

不放弃，坚强应对，人生就会灿烂如

花。”日前，长沙市残联对“十一五”期

间涌现的残疾人自强模范、 创业标

兵、扶残助残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

表彰，并举行自强模范和创业标兵专

场报告会， 来自全市的

300

多名残疾

人出席。

报告会上，

4

位获得 “自强模范”

或“创业标兵”称号的残疾人讲述了

他们不同的创业经历。盲人杨炳涛的

经历可谓坎坷，他从开一家小的按摩

店、 一年之中只接待

14

个顾客起步，

通过十几年不懈学习和拼搏，终于开

办了一家康复医院。他告诉在场的残

疾人：“做黑夜里打着灯笼的人，既照

亮别人，也照亮自己。”长沙市高新区

雷锋镇肢残人王世鹏听了报告会后

感动地说：“从他们的身上证实了残

疾不可悲，生活的苦难不可怕，一定

要有对生活、对人生的自信，这将激

励我一生。”

“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

长沙自强模范讲述创业经历

� � � �

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李飞）日前，我省人民防空志

愿者队伍成立暨首次培训开班仪式

在省人防办举行。 来自全省的

100

名

人防志愿者代表参加仪式。

据介绍，我省人防志愿者队伍主

要以青年学生为骨干，平时着力于人

防安全知识和技能的传播；灾害发生

时，则配合人防专业队伍行动，参与

应急救援，减轻灾害损失，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提高相关的专

业素质， 人防志愿者将接受

3

天的培

训，包括参观人防设备设施、简易防

护器材制作以及自救防身操、人防志

愿者基本职责、紧急疏散知识、临危

心理干预及应急处理基本医护等知

识的学习，使他们学会如何利用人防

设施化解危机，成为自救互助能手。

人防志愿者队伍成立

2015人提出申请

高考查分未发现差错

高考招生关注

� � � �

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杨晓眉）近日，长沙市旅游局举行《长沙自

助游手册 》首发仪式。该书从城市档案、

城市名片、轻松行、住星城、游古今、快乐

购、周边游等方面，全面推介了长沙的旅

游资讯，成为畅游长沙的权威“指南”。

畅游长沙

有了权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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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30

日讯（记者 刘凌 通

讯员 徐卫星）昨天，长沙市天心区举

办推介会，公布了湘园文化创意社区

规划方案。同时，社区首个项目“明德

路名师街区”建设正式启动。

湘园文化创意社区位于省府多

功能商务区主轴区， 规划总面积约

0.86

平方公里，由

50

多个楼盘组成，可

容纳

2000

余家文化创意企业发展。目

前，社区内的文化创意公馆、文化创意

大厦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文化创意服

务中心主体已竣工，计划

8

月全部完工

并投入使用；文化创意公园正在建设，

计划

7

月完工，建成后将成为长沙市投

资规模最大，集娱乐、休闲、展会、活

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主题公园；文

化创意广场也将在

7

月完工。 根据规

划， 湘园文化创意社区定位为发展高

端文化创意产业， 主要包括行政文化

会展服务、创意教育培训（咨询）、创

意设计、动漫游戏、信息软件、数字视

听、演艺娱乐等，使之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文化创意产业重要产品原创基地、

企业孵化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天心区创建文化创意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