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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特长生招生政策有变
报名资格：体育获得相关赛事单项前8名或集体项目前8名，

艺术获得相关赛事个人（或集体）三等奖（含）以上奖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余茹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21日，记者从咸宁实验外国语
学校获悉，经过评选，该校“十佳
阅读达人”获奖名单正式出炉。
这是该校第六届读书节系列活
动之一，其结果的评出对号召学
生读好书、用好书，养成读书好
习惯有重大影响。

该校二年级4班的学生阮
国维是“十佳阅读达人”之一，
从一年级开始每天能坚持睡
前阅读至少 30 分钟，到二年
级上学期，他就获得了班级
的“书香状元”称号，到现在

他 的 阅读时间已经积累到
23594分钟。

“培养阅读的习惯很重要。
对于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只
要是自己喜欢的书籍都可以阅
读。同时，阅读要坚持不懈，不
能半途而废。”阮国维在网络上
和同学们分享获奖心得。

该校五年级8班的学生张
佩恩，今年11岁了，别看她年龄
小，她可读过文学、童话、历史类
等不少的书籍。张佩恩说，她会
永远抱着热情，勇敢面对生活，
去阅读更多的好书。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评选“十佳阅读达人”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
员张远杰报道：近日，记者采访
通山县教育局获悉，该县中小学
举办“童”心抗疫书画征文比赛，
该县双语学校获得了最佳组织
奖，六年级（6)班学生赵佳瑜书
画《剪发战“疫”》作品获得全县
书画征文比赛一等奖。全县共
计4000余儿童参赛，有近100
名获得了奖状。

据悉，该县教育局为了切实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让全县学子
更好地认知本次疫情，激励儿童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诠释心中
的爱与坚守，特举办此次活动，

各学校选派专人组织，评选出书
画类“最佳创意奖”、“最佳感动
奖”、“最佳色彩奖”、“最佳亲子
合作奖”、“最佳构图奖”共100
名；小选手们积极参与，以自己
独特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加油。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重在
参与。”学生家长方女士点赞
说。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活动，大大地提高了童心抗
疫的意识，进一步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和家国情怀，受到师生家长的广
泛好评。

通山县教育局

举办抗疫书画征文比赛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
“公勺公筷桌上摆，安全用餐好
处多。”为全面了解师生就餐情
况，保障疫情之下学生的就餐安
全，20日上午，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工作人员走进咸宁东方外
国语学校，向复学的初三、高三
700余名师生科普使用“公勺公
筷”的相关知识。

本次活动以推行“公筷公勺
文明行动”为主题，在学校食堂张
贴《公勺公筷健康分餐》的宣传海
报，并现场向学生们发放了图文

并茂、通俗易懂的《公勺公筷健康
分餐》教育宣传画册。在学校食
堂健康饮食管理方面，市场监督
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向食堂管
理、操作人员及教师详细讲解了
学校食堂分餐制的重要性、风险
防控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等。

“疫情期间实施错时错峰就
餐，一、二楼均实行套餐模式，并
对餐厅内部就餐座位进行改造，
制定了食堂就餐保障方案等，切
实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健
康安全。”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咸宁东方外国语学校

做好就餐安全保障工作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
“中国最大的江河从这里走过，
流淌出一首首时代新歌；都市最
大的湖泊在这里坐落，描绘出一
幅幅迷人景色……”一张张美丽
的照片配上动听的歌声，正是咸
安区老年大学合唱班学员娄阿
霞线上演唱的《美丽武汉》。

近日，记者采访咸安区老年
大学获悉，为了满足疫情期间老
年人居家学习需求，丰富老年人
精神文化生活，最大限度减少对
老年大学学员学习需求的影响，

咸安区老年大学积极创新教学
方式，开通网络课堂，采用线上
教学方式开展丰富多样的教学
活动。

宅家“K歌”，以艺抗“疫”。
虽然没有宽阔的舞台、炫丽的灯
光、鲜艳的演出服，但老年大学
的学员们纷纷通过网络把学习
成果展示在云端……据悉，该校
还结合当下最热门的视频软件

“抖音”，开通了抖音直播课程，
教师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点评
学员作业，开展教学。

咸安区老年大学

开设多样化网络课程

失业保险金申领政策

④

一、申领对象
1、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

单位和本人缴费满1年；
2、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即已解

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3、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重新就

业要求。
二、申领标准
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90%发

放失业保险金。
三、申报材料
1、《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书》（个

人联）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2、填写《湖北省失业人员登记表》

两份在失业前所在的单位或户口所在
社区盖章；

3、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
份；

4、本人社保卡（需激活银行金融
功能）和联系电话；

5、两寸照片三张；
6、《创业就业证》（旧版为《就业失

业登记证》）并已作失业登记。
四、办理程序
失业人员在中断就业后，自解除

劳动合同之日起60天之内将以上资

料报送至当地行政服务中心或公共就
业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窗口，由窗口经
办人员对其单位及个人缴费情况进行
审核，计算享受待遇期限，对符合享受
条件人员当月进行申报登记，次月发
放待遇。

五、受理单位及联系电话
市直：市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C区

20号窗口 0715-8235229
咸安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公共

就业服务中心 0715-8314810
嘉鱼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 0715-6323302
赤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 0715-5332815
通城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 0715-4353001
崇阳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 0715-3069508
通山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 0715-2880386

本报讯 通讯员何浩、周象明报
道：4月30日，赤壁市蒲圻办事处为
了彻底清除陆水沿线乱占、乱建、乱
采、乱堆的“四乱”现象，在陆水河沿线
进行清河行动。清河行动由河长办牵
头，蒲圻办事处机关30人、和尚岭社区
党员志愿者115人、陆水、金鸡山社区
各15人、北街、望山社区各10人。

清河活动所有涉及“河湖库”的村
社区，均严格按照蒲圻办事处“河湖库

领导小组”的要求和安排，积极组织各
涉河湖库村社区党员志愿者，认真清
理辖区内河湖库周边生活、建筑垃圾、
杂草等废弃物，打捞水面漂浮物，对影
响河流水域环境的各种污染物进行

“拉网式”清除。
和尚岭社区动用1台铲车、运送

车，在赤壁市陆水河二桥线至高铁桥
下南河岸沿线清理生活、建筑垃圾近3
余吨。通过2个多小时的认真清理和

捡拾，清理过后的水域、岸边、湖泊处
的环境卫生焕然一新。

为了确保河湖库始终处于干净整
洁的环境，蒲圻办事处“河湖库领导
小组”明确要求：办事处级河长每月
巡查2次，各村社区河长每月巡查4
次，各村社区保洁员必须每天对河湖
库进行巡查监管；建立健全河湖库保
洁长效机制，真正确保办事处辖区内
河流、湖泊、水库水面无漂浮物，水中
无障碍物，水边无垃圾，水域环境卫生
明显改观。

蒲圻办事处开展清河行动

近日来，根据赤壁市委市政府和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赤
壁市应急管理局严格抓好复工复产中
的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做好各企业相
关证照的办理与管理服务。

首先是实行了证件到期顺延。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使用
许可证和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
证书以及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安全证件有效期
满、因疫情原因未能办理延期手续的，

自动顺延至疫情结束；需继续办理安
全生产行政许可事项的，准予其在疫
情结束后3个月内办理延期手续。逾
期未办理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证件仍进
行相关活动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
查处。二是容缺受理审查。非煤矿
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
企业在疫情结束前申请许可证延期或
变更的，可不提交2020年2月至6月
工伤保险缴费证明材料，因疫情原因
未复审或延期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资格证视同有效，实行容缺
受理审查。三是承诺办结颁证。容缺
受理审查通过的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申请人对容缺资料作出限期办理的书
面承诺后，可先行予以发证。承诺期
限为不超过疫情结束之日起的3个月，
到期未办理并提交有关资料的，由发
证机关收回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证件并
公告予以注销。

（黄冰 肖旋）

赤壁市应急管理局做好复工复产企业证照服务

遗失声明
曹会遗失鄂L1A692

号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
421202011759，特 声 明
作废。

熊家志遗失嘉鱼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5月
6日核发的嘉鱼县家志水
暖器材经营部注册号为
422322700048936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特声明作废。

周丽遗失赤壁市皇
一 朝 傢 俬 旗 舰 店 个 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81MA4DBPUN3N，
特声明作废。

朱雨薇遗失2019年
12月29日的梓山湖恒大
养生谷认筹书一份，编号
为:C2863762， 金 额
10000元，特声明作废。

易群英遗失嘉鱼县人
民医院开具的湖北省医疗
单位住院收费票据一张，
号码：011291924X，金额
15681.26元，特声明作废。

需符合我市2020年中考报名资格条件。
体育、艺术特长生资格。在初中阶段参加省、

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体育、艺术比
赛，体育获得单项前8名或集体项目前8名，艺术获
得个人（或集体）三等奖（含）以上奖励。

体育部分项目净身高符合要求：男篮175cm以
上(含175cm,下同)（市级篮球比赛中各代表队主力
后卫可放宽到170cm以上）、女篮165以上（参加过
省级比赛的优秀后卫可放宽到160cm以上）；男排
175cm以上、女排165cm以上（参加过省级比赛的
男排可放宽至170cm以上，女排160cm以上）。各
招生学校可根据自身情况提高标准，但不得降低标
准。

身体条件：身体健康，发育正常。

▲3 报名有哪些条件？

近年来，央视播出的一档全民参与
的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受到
不少观众追捧，它让更多的普通观众走
进古诗词瑰丽精妙的艺术世界，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同时，也
拉动了节目之外古诗词书籍的销量，掀
起一股中小学校园“诗词热”、“国学
热”。近日，记者走访我市中小学了解
到，这股“诗词热”也同时在我市悄然升
起，并持续升温。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天清晨和
傍晚，市第二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方姚会

和同学们一起，线上朗诵《论语》、《弟子
规》等国学经典。这些是我市中小学生
学习中华古典诗词的一个镜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儿子以前
语文成绩不好，现在对传统诗词的兴
趣越来越浓了，这也是学习重视国学
教育的结果，让孩子从小就接受汉文
化的熏陶。”市民李桂香一脸开心地
告诉记者。

同时，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教辅书
店看到，店里古典文学专区的书架上，
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古诗词书籍，唐诗

宋词、元曲诗经等各种主题、印刷版
本应有尽有，不少学生和家长结伴来
选购。店主告诉记者，近年来古诗词
类书籍销售大为可观，购书的大多是
学生，还有一些是教师职工和诗词爱
好者。

“老师有推荐我们看‘中国诗词大
会’，说对写作会有帮助，尤其马上要高
考了，买了书，也能迅速充电。”咸宁高
中高三学生张雯雯告诉记者，她的目标
是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积累丰富的诗
词储备，对她而言很有必要。

中小学学生在学习时，如何既能轻

松地完成背诵任务，又能汲取古诗词的
营养？市教科院相关负责人认为，理
解、领悟、运用是中小学学生学习古诗
词的关键环节。建议语文教师应引导
学生理解、领悟古诗词的内容、意境、情
感和语言，并恰当地运用在口语和作文
中，让古诗词成为“活”的文学。

目前，我市已有多所中小学将诗词
学习纳入教学课堂。旨在鼓励师生共
读和亲子共读，通过家长与学校的共同
努力，在全市中小学营造传诵诗词的浓
厚氛围，让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中健康成长。

我市中小学掀起线上“诵读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5月21日，市教育局下发《咸宁市2020年普通

高中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对我市中考特长生招生政策做出调整。

根据《方案》要求，本次招生学校录取普通特长
生的文化分数不得低于校线75%。

考生在初中阶段获得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
或联办的比赛个人单项前2名、集体项目前3名、艺
术一等奖以上奖励的考生，不得低于校线的70%。

考生在初中阶段获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
或联办的比赛个人单项前4名、集体项目前8名、艺
术二等奖以上奖励和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的
考生，不得低于校线的60%。

特长生成绩计算：普通高中学校须在该校特色
项目招生计划内，对填报该校志愿的专业测试合格
且中考成绩在最低分数控制线上的学生，按照专业
成绩和中考成绩各占50%,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中考成绩/中考总分×50%+专业成绩/专业
总分×50%）×100

▲4 怎么报名？

《方案》指出，各招生学校于6月19日前需向
社会公布本校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方案，内容必
须包括各项目招生要求、规模人数，测试内容及要
求等。

报名时，将由初中学校组织学生在咸宁市教育
局官网上下载并填写《咸宁市2020年高中体育艺
术特长生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一式二份，指导学
生根据全市特色学校招生项目与范围，报名参加体
育或艺术一个类别中一个项目的专业测试，且报名

测试项目必须与获奖证书项目内容一致。
各初中学校于7月3日前，将《咸宁市2020年

高中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咸宁
市2020年高中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考试报名登记
册》和报名学生身份证、获奖证书及相关佐证材料
等原件及复印件，上交至各招生学校初步审核。7
月10日前，各县（市、区）教育局体卫艺（基教）科
（股）对辖区内学校上报名单进行复审并公示，同时
报市教育局体卫艺科备案。

▲5 什么时候测试？

全市测试工作统一安排在7月23日—24日。
测试合格名单，各县（市、区）教育局体卫艺（基

教）科（股）、市直相关高中26日中午12:00前上报
至市教育局体卫艺科；26日下午18:00前市教育局
体卫艺科将测试合格名单在咸宁市教育局官网上
进行公示3天，29日下午18:00前市教育局体卫艺
科将专业测试合格名单交至市教育局招生考试院。

各专项测试合格人数不得超过特长生招生计
划数的3倍。市教育局体卫艺科在咸宁教育信息
网上对测试合格名单予以公示，确认合格的考生才
具备特长生录取资格。

各招生学校的测试现场录像必须至少保存12
个月备查，如无法提供相关视频，追究该校特长生
招生领导小组责任。

▲6 怎么进行录取？

教育 热点

▲1 招生项目有哪些？
体育类：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

球、武术、啦啦操、游泳、跆拳道、田径等。
艺术类：声乐、器乐、舞蹈、戏曲、美术等。

▲2 招生计划怎么样？
《方案》指出，今年拟招收体育和艺术特长生的

普通高中须按要求先向市教育局提交招生计划和
招生项目的书面申请，上一年度招收特长生的学校
需跟踪管理的报告，经市教育局批准向社会公示
后，方具备招收特长生资格。各相关学校申报截止
日期：2020年6月5日前；报送地点：市教育局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科（以下简称体卫艺科）。

全市普通高中的特长生招生指标不超过本校年
度招生总计划的3%，特色项目高中的特长生招生指
标原则上不超过本校年度招生总计划的5%。特长
生招生总量控制在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3%。

在2020年普通招生计划下达前，各校体育、艺
术特长生参照2019年实际招生计划总数（由市教育
招生考试院提供），按比例要求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