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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考阅卷工作已过半

预计 24 日公布成绩和分数线
教师参加评卷，在评卷之前，所有老
师都要参加培训，了解并熟练掌握评
分细则。正式阅卷开始前，阅卷老师
还要经过试评，考核合格后方可正式
进入阅卷。
安徽农业大学评卷工作外语学科
组、质检组组长、安徽农业大学外国
语学院院长孙志农在采访中表示，
制定合理的评分标准和严格的评分
细则保障阅卷顺利进行。以英语作
文为例，满分 25 分作文分为 5 档，每
一档的定档都有严格的指标，确保

安徽高校毕业生
国企夏季专场招聘会举行
星 报 讯（记 者 张 贤 良） 近 日 ，安 徽 省 国 资
委、安徽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安徽省 2022 届高校
毕业生国有企业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安徽大学磬苑
校区成功举行，线上招聘同步进行。全省 99 户国
有企业参加现场招聘会，提供招聘岗位 2639 个。
其中省属国有企业集团及子公司 85 户，提供岗位
2376 个；市属国有企业 14 户，提供岗位 263 个。

作文批改客观公正。阅卷过程保持
同一尺度，确保“一把尺子量到底”。
据悉，在整个高考阅卷过程中，整

新站两家“公参民”学校
正式改为公办学校

星报讯（记者 祁琳） 安徽高考阅卷进度如何?

体运用有效的、完备的质量监控手段，英语阅卷采取

日前，记者跟随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们一起走进

双评模式，如果差值超过一定的范围，系统会自动传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以及安徽农业大学阅卷点。

到三评老师处，如果还有偏差会继续传递至阅卷组

一六八陶冲湖中学、合肥新站实验中学成功揭牌，

记者现场获悉，目前按照进度，全省高考各科目阅卷

长处。

标志着新站两家“公参民”学校正式改为公办学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6 月 18 日上午，合肥

工作已经过半，6 月 20 日完成阅卷工作，6 月 21 日进

同时，阅卷全程有人工智能进行监控，人工智能

校，今年入学季，两所学校都将按照学区划分方案

入统分合成阶段，6 月 24 日将公布高考成绩和各批

判断有误差的试卷会再次返回到阅卷专家手中。
“由

进行学区内免费免试招生，新站优质教育资源实

次分数线。

阅卷专家进行最终的复核，一篇作文最多会经过 7

现“再升级”！

据省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高考网上

次评阅，才会最终确定分数。”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阅

原合肥一六八陶冲湖学校与合肥新站寿春实

评卷总体不变，继续在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

卷老师的评卷状态也在“监控”中，整个过程会通过

验中学，近年来教育教学质量一直位于合肥市前

徽农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 4 个评卷基地和省考试

一系列指标综合研判，确定一个老师的改卷质量，以

列，备受家长和学生的关注。

院进行。今年，全省共遴选 3000 名高校、高中一线

此来维持整体的公平合理性。

“改制后，
学校将委托合肥一六八教育集团进行
办学，
学校的管理模式、
教师培养以及师资方面不会

伢在哪上学？ 今天就知道

有任何变动。
”
合肥一六八中学校长助理陆勇介绍：
“后期学校也将在各方关注下更快发展，
为新站提供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
与其同步完成改制的合肥新站

星报讯（记者 祁琳） 2022 年合肥市学区划分方

主管部门安排。民办学校统一通过“合肥市义务教

实验中学，
也将继续沿用原新站寿春实验中学的教育

案将于 6 月 20 日下午对外发布，届时，市场星报、掌中

育阶段招生入学报名登记系统”，采取“线上报名、摇

理念、
管理体制和师资力量，
下一步，
还将在政府的支

安徽客户端将开通直播渠道，第一时间为读者解读权

号录取”的方式实行网上报名、录取。

持下，
驶入
“集团化发展快车道”
。

威信息。

今年的学区划分，
多所学校将有新变化。合肥一六

据悉，
合肥新站高新区积极推动两所
“公参民”

据了解，今年合肥市区依然严格执行市区学区

八陶冲湖中学、合肥新站实验中学已经揭牌，
标志着新

学校改制，
旨在丰富优质公办教育资源，
推动义务教

内成套住房入学年限政策，即“同一套住房，6 年内只

站高新区两家
“公参民”
学校正式改为公办学校。今年

育均衡发展。此次改制成公办校的合肥一六八陶冲

能享有学区内小学 1 个学位，年内只能享有学区内

入学季，两所学校都将按照学区划分方案进行学区内

湖中学与合肥新站实验中学，
将在今年秋季正式取

初中 1 个学位，多胞胎、二孩（多孩）等符合法律法规

免费免试招生。此外，位于政务区的合肥五十中天鹅

消摇号环节，
按照合肥市教育局审批的学区范围进

规定情形的除外”。民办学校招生从 6 月下旬开始，

湖教育集团潜山路校区各项建设装饰工作全部完成，

行招生。对于学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学生，
一律免

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具体时间由各县（市）、区教育

设施设备安装到位，
9月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收学费，
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教育改革的红利。

渤海银行出台“28+22 条”硬核举措
精准滴灌助力实体经济爬坡过坎
日前，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台《渤海银行落实
稳住经济大盘 28 条举措》
（以下简称“28 条”举措），并立
足于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紧密结合总部所在地
经济发展特色及自身实际，附加细化出台了《渤海银行
助力天津地区经济稳增长 22 项举措》
（以下简称“22 条”
举措），合计五十条硬核举措，旨在通过上下“一盘棋”的
“组合拳”，主动且坚定地扛起作为市属国有金融企业主
力军的使命与担当。

全面顶格落实政策 助企纾困尽显担当
为 全 面 落 实 党 中 央、国 务 院 部 署 稳 经 济 一 揽 子 措
施，渤海银行逐条、全面对照中央政策要求，全面落实各
项助企纾困、稳定经济的工作部署，切实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扎实推进支付服务减费让利工作；加大贷款价格
优惠力度；加大碳减排和科技创新领域定价政策倾斜力
度；充分利用票据业务、票据政策服务中小微企业复工
复产；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加大外贸企业
优惠定价支持力度……将“国之大者”落实为行之要务，
坚守人民金融底色，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金融力量，落实落细金融支持稳增长各项工作，
为稳住经济大盘发挥“压舱石”作用。

信贷投放靠前发力 惠企利民共渡时艰
今年以来，渤海银行把切实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切
实减费让利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秉持“总量增长、
结构调整、重点突破”的信贷投放原则，该行充分调动行
内资源，将应急与谋远相结合，把握好信贷投放力度和
节奏，确保资源配置和倾斜政策实实在在落地。
“28+22 条”举措显示，为落实落细国务院扎实稳住
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渤海银行在此前出台的减费让利
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取消收费项目 31 项、降低收费标准
7 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该行针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减免优惠收费项目达到 59 项，仅天津地区每年
的降费规模就达到近亿元。

与此同时，该行致力于提升绿色金融及乡村振兴发
展质效，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碳减排”
“ 科技创新再贷款”
等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加大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制造业
转型升级、重大工程等领域的信贷支持，拓宽企业跨境
融资渠道。

增强底层技术支撑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为强化内核驱动，确保各项举措落实落细，渤海银
行创新性地设置了战略业务和社会责任类专项考核指
标，引导各分支机构加大国家战略和稳经济大盘重点领
域工作推进力度，协同政策工具。
“28+22 条”举措显示，为真正实现政策红利顺流而
下、精准滴灌，该行组建了应急服务专班，启动信贷应急
响应机制，优化统一授信审批流程，灵活运用线上线下
聚焦稳盘重点领域 持续发力精准滴灌
“双线审批”模式，建立重点项目绿色通道、授信白名单
今年以来，渤海银行紧密围绕天津市出台的《关于
机制，提升审批效率，加快业务落地；全面升级改版企业
助企纾困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加大纾
网银，科技赋能金融业务“不断档”。
困解难专项信贷资金支持；加大延期还本付息等纾困政
据悉，面向未来，渤海银行将始终心怀对时代的感
策支持力度；坚持并扎实做好减费让利、惠企利民工作；
恩，坚守股份制银行的初心和使命，步履坚定，与实体经
加大首贷和信用贷款的政策倾斜；加大与商会、行业协
济共生共荣，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聚焦经济重点领域
会的“银行+商会+企业”对接；加大金融科技对普惠金
和薄弱环节加大支持力度，持续深化小微金融服务，发
融的赋能等六个方面入手,积极采取措施确保各项助企
挥好稳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作用，以金
融血脉滋养经济肌体，全力以赴践行“渤海担当”。
纾困措施的全面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