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07

取消校考、网络初选、延期面试
疫情之下艺考三大变化
受疫情影响，教育部近日对今年艺考做
出调整，根据教育部部署，原则上2020年高
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对于与专业考试要求
相关度不高的专业、省级统考已覆盖的专
业，高校要尽量减少校考专业范围；对于拟
继续组织校考的高校，在确保公平、公正的
前提下，鼓励高校采取考生提交作品、网上
视频面试等方式考核；对于专业性强且拟继
续组织校考的高校，鼓励先对报名考生进行
初选，在高考后再组织现场校考。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南京艺术学院等少
数院校校考在1月就已经大部分完成，全国
各大艺术专业院校、综合类高校艺术专业校
考都已延迟，新的考试方案预计在3月底出
台。部分院校已经公布调整方向，根据专业
的不同特点，变化体现在三方面：取消校考、
网络初选、延期面试。
今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
115万，
这些考生将如何面对艺考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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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校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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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部分专业由于专业
特性和学校对生源选拔的特殊要求，
将
延期组考，并尽最大努力压缩考程；北
京电影学院戏剧影视导演、录音艺术、
作曲及美术设计类专业招生考试，
侧重
考察考生的专业能力和基本功，
多数要
按照专业校考成绩择优录取，
仍需要现
场校考，
尽量将考生在京考试时间压缩
在一周之内；
包括星海音乐学院在内的
中国11大音乐学院，
基本都倾向把专业
考试时间段延至高考之后；
部分综合类
院校的艺术专业如暨南大学艺术学院
校考也安排在高考后进行。
另外，对于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
的考生，教育部要求高校积极采取多
项措施进行兜底保障，比如根据考生
申请，协调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
机构提供免费录制视频服务。

记者25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
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物流业健康
发展，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
12月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或承
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
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
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百万考生
如何应变

中央戏剧学院、
北
京电影学院将考虑采
取部分专业取消专业
校考，
直接按照高考成
绩择优录取，
或是同时
参考省级统考成绩。
华
南师范大学今年起全
部按省级统考成绩录
取，
取消校考。

上海音乐学院对
于音乐表演专业采用
“远程网络面试+线
上提交视频资料”的
考试方式；北京电影
学院将朗诵、舞蹈、
演
唱、演奏等各类技能
型考核项目，由现场
面试方式改为考生按
要求采集考试过程视
频并通过网络提交的
方式；中国传媒大学
在初试阶段，允许报
考学校全部23个艺术
类专业的考生，在自
愿前提下，按要求提
交作品。

制图 杨培央

不少艺术院校已确定以线上测试
的方式进行校考初试筛选。
一直以来，
现场考核是艺考校考的唯一方式，
网考
能否确保真实和公平？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线上考试，一是考生身份的确认有问
题，
甄别替考不好处理；
二是线上考试
或者线上提交的作品有问题，
是否是考
生本人的作品无法核实，
会留下争议和
后患。
“比如吹笛子，如果是录音怎么
办？
”
东北某艺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有教师担心，由于技术条件差异
大，每个考生的真实水平难以完全展
现出来。
星海音乐学院教授、
星海音乐
学院附中副校长张帆说，
网络延时、
声
音失真、
拍摄视频空间、
角度等都对音
色音质的判断、
情感的抒发有影响。
操作层面也存在难点。某音乐学
院相关负责人说：
“同一时段，一个专
业 就 有 千 八 百 人 报 名 ，很 难 看 得 过
来。另外，学生能按时进行吗？如果网
络卡怎么办？”
如何解决上述担忧和疑虑？
教育部
对高校科学制定非现场考核方案有三
大要求：
一是考生提交作品时，
要根据
学校远程网络平台统一制式要求，
完成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副司长宋
悦谦25日说，海关已向12个指定第
一入境点紧急调配专业人员，对进
入这些口岸的航班严格开展“三查
三排一转运”
。
3月22日，民航局、外交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移
民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所有
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客运航班均从
天津、石家庄、太原等12个指定的第
一入境点入境。
宋悦谦说，
公告发布后，
海关总
署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专业人员
支援有关海关一线，要求相关地方
海关与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密切沟
通，
结合各口岸实际情况，
完善工作
方案，
全力做好应对准备。
他介绍，截至3月25日零时，天
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沈阳、
上海、大连、青岛、郑州、西安等10个
海关共对38架次航班严格开展“三

两大
焦点

相关作品录制后立即上传，
不得进行编
辑处理。
二是在实时网络视频考试时，
高校要运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措施加强
对考生身份的核验，
严防替考等作弊行
为。
三是所有录取的考生，
高校应在开
学后3个月内进行复核、
复测。
经查实属
提供虚假作品材料、
替考、
违规录取、
冒
名顶替入学等违规行为的，
取消该生录
取资格，
并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倒查追责。
一些专家认为，
“停课不停学”
，
高
校在线上教学方面已经有了积极而成
功的探索，线上考试也有可借鉴的经
验。
网考既是疫情下的必要之举，
也可
能成为未来艺考改革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剧
影视）专业今年的春考招生，
便调整为
以提交材料审核+网络视频测试的方
式进行，
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认可。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说，引入在线视频测试方式，不但
可以解决当前艺考的“燃眉之急”，而
且其便捷、低成本的优点，可以成为
今后研究生复试、综合素质评价学校
面试、
“强基计划”学校测试的考试方
式，
推进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深化。

武汉市以外地区3月25日起解除离鄂通道管控

部分院校取消校考 文化课考试变得更为重要
艺考生需要进行专业和文化考
试，其中文化素质是通过参加全国统
一高考来考察；专业素质通过各省组
织的艺术统考和部分专业艺术院校
组织的单独考试，即通常所说的“省
考”和“校考”来考察。目前，除极个别
专业外，全国各省的艺术省级统考已
经结束，
并公布了考试成绩。
记者了解到，一方面，中央戏剧
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把部分专
业直接调整为按高考文化课成绩由
高到低录取；另一方面，部分院校取
消校考直接以省考成绩作为专业参
照，这对于省考成绩一般、想靠校考
提高专业分的考生来说，也只能拼文
化课了。
计划报考音乐专业的湖南籍考
生小胡告诉记者，
“去年，湖南音乐二
本高考分数线375分，按以往，我如果
省考、校考都通过了，文化课只需考
过375分就可以了。现在没有校考了，
按省考成绩占70%、文化课成绩占30%

的比例录取，要上好的二本院校甚至
一本，
文化课必须上500分。”
此外，一些考生说，准备了大半
年的专业课推迟考，而丢了大半年的
文化课却要提前考。以往文化课是通
过校外培训机构学习，现在受疫情影
响，要么改成网课要么自学，学习效
率和效果都大打折扣。
疫情之下减少校考、增加省考参
考性、
提高文化课的要求，
与当前国家
倡导的艺考改革方向一致。国家教育
考试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说，教
育部在2019年底就对2020年艺考做出
了重要调整，大幅度缩减校考范围与
专业数，
除单独设立的艺术院校外，
大
多数高校都取消了艺术专业的校考。
不少艺术院校负责人说，
这几年，
艺术院校招的学生文化课成绩越来越
高。事实证明，文化成绩好的孩子，综
合素质比较高，
即使专业稍弱一点，
入
校后其提升空间、
学习热情、
专业潜力
等都显示出更好的表现。 据新华社

3月25日，
乘客乘坐在武昌火车站综合体站始发的首趟518路公交车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24日发布通告说，湖北省除武汉
市以外地区，将于3月25日起解除离
鄂通道管控，武汉市将于4月8日起
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25日下午，湖北省公安厅交通
管理局局长姚俊在湖北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
露，即日起至3月27日，离鄂省际公
路将全部开通。

离鄂人员凭“绿码”
安全有序流动
通告说，从3月25日零时起，武
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
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鄂人员凭湖
北健康码“绿码”
安全有序流动。
武汉市继续实施严格的离汉离
鄂通道管控措施。从3月25日零时
起，
在做好健康管理、落实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对持有湖北健康码“绿
码”
的外出务工人员，
经核酸检测合
格后，
采取“点对点、一站式”
的办法
集中精准输送，
确保安全有序返岗。
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
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
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
码”
安全有序流动。
外省来鄂来汉人员凭外省健康
码或湖北健康码“绿码”，在全省范
围内安全有序流动，不需另行提供
健康证明（确实无法申领健康码的
除外）、流动证明、流入地申请审批
表或接收证明、车辆通行证等。
出省
人员应提前了解并遵守目的地疫情
防控相关规定。
武汉市根据疫情风险等级评估
情况，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推
动企业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件
复工复产。

一男子隐瞒出入境行程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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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招租
●急购货车，微货13088071080
●低转彭州大型酒楼18208164455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本人周伟伟牛怡
在四川省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购买的西蜀御景二期4栋1
单元17楼1701号,2017年6月9日
交纳房款编号为 0003367#, 金
额163928元的房款收据遗失。
● 李 勇 (510111196710294210)
所持的成都菊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证持有卡 （权利凭证号码
JL140329）遗失，声明作废。
●陈建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 （证 号 51012319800822
4313）遗失作废。
●四川凯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5101009
051777） 余明华法人章 （编号
5101009051778）遗失作废。
●四川恒丰汇金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原法人吴楠法
人章 （编号：5101055045390）
遗失作废。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
表示，将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总体策略，继续严格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努力将境外输入病例风险降到
最低，努力维护首都安全。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潘绪宏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一男
子隐瞒出入境行程，
违反北京市境外
进京人员管控规定，
被处以行政拘留
的处罚。
近日，顺义公安分局北石槽派出
所获得线索：一男子隐瞒出入境行

86511885 86621326

程，
违反北京市境外进京人员管控规
定。经查，李某辉，男，30岁，顺义区
人，北京市某公司员工。其于1月25日
出境前往老挝，3月14日从昆明入境，
15日返回北京。其间，其向单位谎称
已于2月初回京，并以生病为由请假。
返京后，李某辉未向居住地社区报
告，未进行隔离观察，并于3月16日到
单位上班。
目前，
李某辉正在集中隔离点接
受医学观察，核酸检测为阴性，相关
密接人员进行居家观察。
针对李某辉

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的行为，
3月25日，顺义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
的规定，
对李某辉做出行政拘留的处
罚，
待通过医学观察后执行。
潘绪宏表示，
首都疫情防控责任
重大，必须做到百密无一疏。境外进
京人员应严格遵守北京市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
对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的，北京警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
捍卫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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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业单位法人拟申请注
销登记公告

关于事业单位法人拟申请注
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成华区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街
道行政区划调整机构改革所属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有关事宜的
通知》要求，撤销成都市成华区
跳蹬河街道办事处文化活动中
心（市民活动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510108597265123
N。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规定，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已
成立法人注销登记清算工作领
导小组，有债权、债务的相关单
位和个人， 请务于2020年3月
26日起90日之内向事业单位法
人注销登记清算工作领导小组
联系协商处理。联系电话：02884388301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跳
蹬河街道办事处

根据中共成华区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街
道行政区划调整机构改革所属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有关事宜的
通知》要求，撤销成都市成华区
跳蹬河街道办事处会计核算中
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10
877749330X1。按照《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并已成立法人注销登记
清算工作领导小组，有债权、债
务的相关单位和个人， 请务于
2020年3月26日起90日之内向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工
作领导小组联系协商处理。联
系电话：028-84388138。
特此公告。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跳
蹬河街道办事处

2020年3月26日

查三排一转运”，加强流行病学调
查，对发现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有症状人员和密切接触者等“四类
人员”全部按照地方联防联控机制
的要求妥善处置。
“三查”
，
即百分之百查验健康申
报、全面开展体温监测筛查、严密实
施医学巡查。
“三排”，指的是对“三
查”
当中发现有症状的，
或者来自疫
情比较严重的国家或地区，
或者是接
触过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的人员，
严
格实施流行病学排查、
医学排查以及
实验室检测进行排查。
“一转运”，
指
对
“三排”
当中判定的
“四类人员”
，
一
律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落
实转运、
隔离、
留观等防控措施。
宋悦谦表示，
下一步，
各地海关
将主动联系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妥
善做好各类入境人员及相关信息的
移送，
确保无缝对接、闭环运作。
据新华社

武汉市4月8日起
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北京将境外输入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名单调整至25个

记者从25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获悉，北京市根据全球疫情发
展态势，为严防境外输入病例，调整
境外输入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名单至
25个。
名单具体包括英国、西班牙、美
国、意大利、德国、法国、伊朗、荷兰、
瑞典、瑞士、挪威、丹麦、比利时、奥地
利、葡萄牙、捷克、希腊、以色列、澳大
利亚、加拿大、韩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中国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公告明确，
物流企业的办公、生
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用于大宗商
品仓储的土地，不属于公告规定的
减税范围，应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
使用税。公告印发之日前已缴纳的
应予减征的税款，在纳税人以后应
缴税款中抵减或者予以退还。
据新华社

海关对12个指定第一入境点
严格实行“三查三排一转运”

教育部提出三项要求 保证网络考试真实与公平

网络
初选

延期
面试

两部门：
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用地
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2020年3月26日

声明.公告

武汉恢复运营
117条公交线

为解决外省来鄂来汉人员及
复工复产人员市内交通出行，从3
月25日起，武汉恢复117条公交线
路运营，包括汉口、武昌、武汉三大
火车站始发的42条公交线路和中
心城区的75条区域公交线路。投放
的公交运力为全网运力的30%。从
3月28日起，恢复6条轨道交通线路
运营。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说，
乘客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出行时，
必须佩戴口罩、依次排队测温，
按照
安全管理要求实名登记、扫码乘车。
未取得湖北健康码“绿码”
的外省来
鄂来汉人员，可凭外省健康码乘坐
公交车和地铁，
同样实行实名登记、
扫码乘车。
此外，
为最大限度减少易
感人群的风险，倡导65岁以上老人
以及非必需出行人群暂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出行。

2万余名医务人员
从湖北顺利撤回
根据统一安排，支援湖北医疗
队已通过各种交通方式陆续分批有
序撤回。截至24日24时，已有194支
医疗队、21046名医务人员从湖北撤
回，其中，已有141支医疗队、14649
人从武汉撤回，目前仍有139支医疗
队、16558人坚守在武汉救治一线。
据新华社

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红星路便民 028-86959335
武侯片区 13880196780 西门片区 15108235758

●四川米兰亚马逊服饰有限公 ● 成 都 瑾 丰 广 告

成都市金善德同堂大药房
有限责任公司药品经营许可
证，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作废。
●四川省蓥山数码科技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法人：
叶代兴， 编号 ：510682503041
4）、 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5106
010000087）各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白灵， 于2020年3月24
日接到诈骗电话， 被欺骗泄露
了自己的手持身份证正反面的
视频以及个人信息（身份证号：
510682198908302003）和电话
号码。 自即日起， 凡非本人持
白灵信息而引发的刑事、 民事
法律责任后果，均与本人无关。
特此声明！
●四 川 林 峰 脉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司天府新区分公司公章
（编 号 ：5101100196382 ），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510110019638
3 ），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号 ：
5101100196384 ），苟 中 美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100196385 ） 均
遗失作废。

责编 邓旆光 美编 杨培央 校对 田仲蓉

书院西街 18980503661 草市街 13308064232
玉林分部 13348994832 东门片区 13882266918

省内大专院校、中小学、中职学
校、技工院校、幼儿园等继续延期开
学。具体开学时间根据疫情防控情
况，
经科学评估后确定。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0072434158B
公章 （编号：5101009020359）
财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090
20360）遗失作废。
●成都双舟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 （编 码 ：510104992697
0）遗失作废。
●成都智博逸欣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冯雪婷法人章 （编号：
5101060259169）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高新区艾娜箱包
店公章 （编号 ：510109554344
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金兴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在成都银行都江堰支行预
留印鉴卡上冯剑和刘罡两枚私
章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启蒙未来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 号 ：51
01245056648）遗失作废。
●成都运和出租汽车有限责任
公司驾驶员张家明服务证 （证
号：8093364）， 驾驶员兰建昌
服务证（证号8073754）遗失。

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10122515758
9）遗失作废。
●四 川 出 云 科 技
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10108515443
8）遗失作废。
●成都赛普贸易有限公司财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10107509636
0）、法人胡瑶私章（编号：51010
75096361）遗失作废。
●成都新洁保洁有限公司李忠
胜 法 人 章 （ 编 号 ：5101120010
97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兜兜乐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8508351
9）遗失作废。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杨萍，保险销售从业
人员执业证证书号：0200505100
0080002018001704遗失作废。
●成都零时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510110004166
0），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00
041661）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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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意匠装饰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编
号：5101009278266）遗失作废
●成都振渝汽车美容服务有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120020
517）遗失作废。
●四川喜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原法人肖慧法人章 （编 号 ：51
01099912720）遗失作废。
●四川永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原法人何志刚法人章 （编号：
5101095111435）遗失作废。
●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街道总
工会， 刘丽玲法人章 （编号：
5101040017616）遗失作废。
●梁 艳 萍 遗 失 执 业 药 师 注 册
证， 证号511218014326发证时
间2018年9月25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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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佰玉鼎投资理财信息 ●成都圣渊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专用章（编号：510108505290
（注 册 号 ：510108000268857）， 4）、 马成媛媛法人章 （编号：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 5101085052907）、合同专 用 章
510108086694591）， 组 织 机 （编号：5101085052905） 均 遗
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0866 失作废。
●成都三建新机电设备有限公
9459-1）均遗失作废。
●四川恒睿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75078383）
遗失作废。
司 徐 恒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9
●成都九峰汽车汽配商城经营
5288200）遗失，声明作废。
管理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
●成都壹零叁广告有限公司方 008800347） 法 人 章 （编 号 ：
书君法人章（编号：5101049924 5101009485099）遗失作废。
499）印章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利越（上海）服装商贸有限公
●四川建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成都第二十分公司不慎遗失
司原法人杨建明法人章（编码： 负责人吴晓萍人名章，编号：51
5101008431091）遗失作废。
0108516629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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