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咸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对咸土
网挂G﹝2020﹞0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规划用途

出让年限
挂牌起始价（万元）
交易结果（万元）

成交时间
受让人

咸土网挂G﹝2021﹞001号
书台街东侧

6866.7（10.30亩）
≤3.27

商住用地
（居住用地为主，部分兼容商服设施用地性质比例不得超过5%）

商业40年、住宅70年
2120
2120

2021年1月27日
湖北亦诚置业有限公司

咸土网挂G﹝2021﹞0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
二〇二一年元月二十九日

邵永胜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22600233977，原注册号:
422322600018786，特声明作废。

罗东平遗失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票据号码：
NO.00847469，金额5000元，特声明作废。

程辉祥遗失残疾证，证号：42230119711208311744，特声明作废。
咸 安 区 惠 荣 建 材 店 遗 失 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1600232589，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
宁监管分局备案,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咸宁温泉支行地址由湖北省咸宁市温

泉淦河大道31号迁至咸宁市咸安区书台
街东侧清华城2-2号楼，现予以公告。

2021年01月27日

机构名称：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咸宁温泉支行

设立日期：2012年12月24日
发证日期：2021年01月27日
机构地址：咸宁市咸安区书台街

东侧清华城2-2号楼

机构编码：B1151S34212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726626
联系电话：0715-8219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

消费扶贫送温暖
真情帮扶获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温娜、刘智利报道：1月14日，崇
阳县税务局收到一份特殊的包裹，包裹寄出地是青海
省。带着几分疑惑，办公室工作人打开了包裹，一面
写着“扶贫济困送温暖、真情帮扶助脱贫”的锦旗赫然
出现，随锦旗附赠的还有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落
款为青海省康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安排，青海省海东
市下辖的民和县与平安区在1997年和2002年先后成
为国家税务总局定点帮扶地区。2020年受疫情影响，
农副产品销售难题突出，脱贫攻坚任务异常艰巨。崇
阳县税务局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运用政府采购政策，
通过“832全国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集中
采购了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新鲜牛肉、牛排、羊排等
550多斤，价值3万余元，作为职工餐厅食用。

与此同时，该局还积极鼓励干部职工加入到当地
消费扶贫队伍中来，通过直接购买和宣传推介等方式
帮助对口贫困村拓宽产品销路，释放扶贫政策红利，
带动贫困企业与贫困户共同增收。据统计，单位职工
食堂和全系统干部职工个人累计购买各类扶贫产品
达20多万元，商品中有直接从贫困户手中直接购买的
土鸡蛋、干豆角、炸豆腐，还有从线上线下直销店中的
花椒、菜油、粉条等，为提高贫困户生产积极性和刺激
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贡献了税务力量。

教育 热点

同主课有了持平趋势

“体育中考分数要提高？挺好的，
孩子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能让
家长更重视，学校也能加强课程的力
度。”

“美术、音乐都要考，我想送小朋
友去参加一些校外的培训。”

……
近日，《咸宁市深化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
见稿出炉，引起了广大学生家长们的
热烈讨论，大家纷纷在各大平台留言
发表自己的看法。

目前，我市中考体育科目满分为
40分，但根据最新出炉的《咸宁市深化

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从2020年秋季入
学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全面推行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初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实施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我市中考体育科目满分提
高到50分，其中平时成绩15分，现场
测试35分。

以往被视为“副课”和“边缘学课”
的体育，如今“咸鱼翻身”，在中考乃至
高考中占有更重分量。

“这是一种趋势，未来体育中考可
能会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市
教育局体卫艺科负责人袁震表示。

不止是体育，在教育德智体美劳

全面培养的“五育”中，“体美劳”变得
越来越重要，同“主课”的地位和价值
以及受重视的程度有了持平的倾向。

根据《咸宁市深化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
见稿，初中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将实
行纸笔测试、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试
方式。分值均为100分，其中纸笔测
试60分，技能测试40分。

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生命安全
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按考试成绩80
分及以上、79-70分、69-60分、59分
以下为A、B、C、D四个等级呈现。以
等级方式纳入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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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实验中学

获2020省学校文化建设百强校
本报讯 通讯员覃楚贵报道：近日，第十二

届“湖北学校文化论坛”在宜昌五峰隆重开幕。
省中小学学校文化研究会联合有关学术机构组
成专家委员会严格认真评选，赤壁市实验中学
荣膺“2020湖北省学校文化建设百强校”称
号，校长李朝晖等 101 位教育工作者荣获

“2020湖北省学校文化建设创新奖”。
赤壁市实验中学始终坚持文化立校、文

化兴校，积极践行学校文化先进理念，锐意改
革，勇于创新，用健康、向上、丰富的校园文化
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通过加大物质文
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和为文化建设力
度，让学校每一面墙都能“说话”；通过加强校
风、教风、班风和学风建设，让教师乐教，学生
勤学；通过不断挖掘、丰富学校文化核心内涵
建设，在学校文化中体现先进价值观念、科学
办学思想、优秀群体意识、文明行为规范；通
过学校文化的渗透性、持久性和选择性，提高
学生的人文道德素养，拓宽学生的视野，坚持
文化自信。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道：
近日，市教育局公布了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记者从
市教育局了解到，该意见稿明确2023年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将增加到15科，进一
步提高了中考体育分数，同时新增了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

据了解，进行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旨在与高考改革接轨。全市统一组
织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在籍初中学生必须按
要求参加并完成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实行初中学生毕业、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结果“一考
多用”。方案明确，2020年秋季入学的初中
一年级学生开始，全面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到2023年初步形
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
模式和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的管理机制，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维护教育公平。

全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

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道德
与法治、历史、地理、体育与健康、音乐、美
术、综合实践活动（信息技术教育）、生命安
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15门课程。

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
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的学习情况，统一
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相关内容。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
社会实践五个方面，通过写实记录、学期评
价、毕业评定等方式完成。在综合素质评价

中，体现德育为先的原则，思想品德与社会
实践的分数占比较重。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发现和培育学生
良好品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
全市在籍初中生均须按要求参加并完成综
合素质评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成绩，有利于将中小
学教育引向为学生终身发展打基础的方向，
将家庭教育引向促进孩子综合发展的方向，
将唯分数论的中小学生的学习引向全面发
展。

2023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改革
新增综合素质评价及音乐、美术考试等

我市中考体育分数再次提高，音乐美术纳入中考……

培养孩子全面发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余茹

告别走过场学会真本事

“耶！球进了，我们赢啦……”在
刚刚结束的湖北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
动会上，我市代表队获得2金4银2铜
的优异成绩，其中足球、篮球和排球项
目均进入全省四强，创历史新高。

创下佳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
坚持和训练，是全面推行人人参与的
校园体育的结果。学校体育同样如
此，改变“走过场”、学会“真本事”是关
键。校园体育得到重视，校园竞技体
育水平大幅度提高。

目前，由“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
能+专项运动技能”构成的学校体育教

学模式正逐步完善，“教会、勤练、常赛”
成为每个学生都需达成的“硬指标”。

在温泉中学的操场，记者看到，孩
子们有的在打羽毛球，有的在跳绳，有
的在跑步，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让人
目不暇接，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35分钟的大课间加上下课时间
和体育课，目前，我市大部分学校能够
保证学生在校每天1小时体育锻炼。
学校还要布置1小时体育活动的家庭
作业。”市教育局体卫艺科负责人袁震
说，不少学校还根据自身情况，推出了
体育家庭作业。

此外，我市还开展了体育特色学
校项目，目前已有崇阳县一中等8所

“咸宁市体育特色项目高中”，通山县
文星学校等6所“咸宁市艺术特色项目
高中”，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体
育艺术后备人才培养。

与体育教学相对应，美育教学的改
革以教会“基本的艺术知识、基本艺术
技能和专项的艺术特长”为目标方向。

“不是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而是
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有美的意识，能认
识美，欣赏美，感受美。”咸宁实验外国
语学校美术教师熊彩云说。

提高自身认识是关键

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中考体育和
美育怎么考？这是很多家长关心的话题。

根据《咸宁市深化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
见稿，体育中考成绩由必考项目、选考
项目、学生自行选考项目三项考试成
绩组成。必考项目是固定的男生
1000米、女生800米。选考项目则由
市教育局从五个固定项目中选定，于
当年考试前两个月公布。学生自行选
考项目则是从排球垫球、足球运球、篮
球运球中自行选择一项考试。这就要
求学校全面开齐开足体育课。

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生命安全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科目考试时间
则安排在九年级上学期，以等级考的
方式进行。

那考试会不会加剧学生的学习负
担，把更多孩子赶进校外体育美育培
训班呢？

对此袁震表示，只要学生上好日
常的体育美育课，坚持锻炼，就能考出
好成绩。体育美育中考分数提升，是
为了让学校重视体育美育发展，加速
学校开足、开齐体育美育课程，同时也
让孩子在学校阶段掌握1-2项体育技
能和1-2项艺术特长，会受益终身，促
进全面发展。

在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刚刚结
束的期末考试中，4—8年级的学生已
经经过了一场美术期末考试。美术试
卷的内容包括美术基础知识以及绘画
两部分共同构成。

“艺术类的课程没有标准答案，学
生达标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咸宁实验
外国语学校美术教师熊彩云表示，美
术考试也是学校首次推出，根据这学
期的情况也会继续推行。同时，考试
也提高了孩子们对美术课程的重视
度，“开始有小朋友会觉得不重要，但
经过考试，也提高了认识，知道了认真
上课的重要性。”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量身定做个性化寒假作业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一起来集福”“收

集五副对联”“猜灯谜闹元宵”“和家人一起包饺
子、做汤圆”……寒假来临，咸宁实验外国语学
校的同学们结束了一学期的学习，同时，也领到
了一份特殊的寒假项目式实践清单。

为让学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学有所得、健
康充实的寒假，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寒假特色
作业出新招。作业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
选修作业分了人文、科学、学习、生活、责任、实
践六个篇章，每个篇章又有六项作业，由学生根
据自己的喜好，每个篇章自行选择两个喜欢的
项目作业进行完成。这样的特色寒假作业大
餐，最大限度满足了不同年级、不同兴趣爱好的
孩子们各类需求。

“浓浓中国年味，很有意义的特色实践作
业”“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快乐成长”……当实
验外国语学校发布寒假实践项目清单后，不少
学生家长纷纷点赞。

“假”以时日，成长可“期”。假期是学生充
实自己最好的时段，不仅要学习学科知识，更
重要的是生活体验。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为
学生布置特色寒假作业，就是让学生们走进现
实生活，在思想品德、实践能力等方面添“营
养”，提升综合能力，在寓教于乐中激发出孩
子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获得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前全国奥运冠军杨威来咸

调研指导我市体育事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道：为推

进我市体教融合，促进少儿体操项目开展，昨
日，原中国体操运动员、奥运冠军杨威及其爱人
杨云，受我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邀请，来我市走
访调研，助力我市体育事业发展。

杨威一行先后到市青少年宫、咸宁实验外国
语学校、市直属机关幼儿园等学校以及咸宁市深
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体育培训机构，考察咸宁
青少年体育项目开展及少儿体操场馆筹备情
况，指导咸宁体教融合及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
作。

走访现场，杨威对我市幼儿园和学校的体
育场馆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我市未来青少
年事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杨威表示，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青少
年体质有所下滑，肥胖和近视问题非常严重，通
过体育运动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迫在眉睫。他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青少年体育教育做出
一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