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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上接01版）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

已成为中吉合作的主线。新形势
下，双方要推动两国发展战略深入
对接，挖掘新的合作潜力，开辟新的
合作空间。要扩大经贸投资合作，
落实好有关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愿
进口更多吉尔吉斯斯坦绿色、优质
农产品。中方将继续支持吉尔吉斯
斯坦经济社会发展，同吉方一道实
施好饮用水、道路、医院等更多民生
项目。双方要密切人文和地方交
流，推动两国地方合作提质升级。
要全面提升安全合作水平，加大对

“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
等活动打击力度。

习近平指出，吉尔吉斯斯坦担
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
推动各领域合作稳中有进，中方予
以高度评价。中方支持吉方办好比
什凯克峰会，愿以比什凯克峰会为
契机，推动各方凝聚更多共识，充分
释放合作潜力，共同打造惠及各方
的命运共同体。

热恩别科夫表示，吉方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中国国内的
少数民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支
持中国政府为此采取的政策措施。
吉方同中方一样，坚定致力于打击

“三股势力”。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
展战略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契
合，吉方愿同中方建立机制化安排
推进对接合作，深化贸易、投资、能
源、农业、交通、地方合作，增进人文
交流。吉中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
场相近，为双方加强多边协调奠定
了良好基础。吉方感谢中方对吉尔
吉斯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
席国开展工作并主办比什凯克峰会
的宝贵支持。

会谈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
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多项双
边合作文件的交换。

评卷人员评卷人员
经过严格资格审查和选聘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参与阅卷的所有老师经过严格选聘
和培训。按照教育部规定，我省按条件
和程序选聘了评卷指导委员、学科评卷
组组长、题组组长、评卷员等各类评卷场
工作人员。聘任前，均由推荐单位进行
了严格的资格审查，确保无直系亲属或
利害关系人参考。

其中，学科评卷组组长必须是七年
以上教学、教研经验，具有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的本科高校教师担任。作文、论述
题、计算解答题、实验题等题型的评卷人
员，是中学教师的，必须是连续任教三年
以上并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高中专任
教师；是高校教师的，必须有相关学科三
年以上教学、教研经验和一定的评卷经
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评卷评卷场场
禁止携带手机金属物入场

在西华师范大学评卷场记者看到，
评卷场入口外50米处拉起了警戒线，评
卷老师需佩戴《评卷工作证》才能进入评
卷场区域，进入大楼前还需要再过一次
安检。在入口左侧，摆放了一排储物柜，
随身携带的包、金属物品、手机等都需要
存箱。按照评卷场要求，禁止携带通信
设备、电子储存设备等物品进入阅卷
场。网上评卷，为避免水杯溅水损坏电
脑，水杯也需要放在每层楼指定的位置，
老师在休息期间才可以出来喝水。

下午3点左右，记者在获得许可，存

放了手机、手表、包等物品，经过安检后，
进入到高考英语评卷场。在数百平方米
的阅卷场内，几百名老师正在紧张地进
行网上评卷。每位考生的主观答卷在经
过扫描后被“切割”成一道道的小“题
块”，每位老师按照“题块”进行网上批
改。

以书面表达“题块”为例，考生的答
案经过前期扫描生成图片——“题块”
后，进入到主观题评卷场的评卷系统，供
评卷老师评阅，阅卷完毕后再进行赋分。

每个每个““题题块块””
至少由两位评卷员评阅

四川已经实施多年网上评卷，网上
评卷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电子扫描技
术为依托，以控制主观题评分误差，实现
考试公平性原则。

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的是评卷保密
性与评卷的公平。对此，评卷场相关负
责人介绍，网上评卷利用计算机系统和
专用扫描仪将考生答题卡进行电子化，
扫描过程中，考生客观题作答信息将由
扫描评卷系统自动评阅判分；考生主观
题作答信息则按题组分工，由系统自动
形成答题电子图片，“考生答卷在经过两
次加密后，被‘切割扫描’成一个一个的
小图片——题块”，然后由主观题评卷场
的评卷员对考生答题电子图片进行评判
给分，最后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合成各科
分数。

在这个过程中，考生答题电子图片
由网上评卷系统按题组随机分发给评卷
员评阅，每个考生的答题电子图片至少
由两名不同的评卷员评阅。由于考生答
题图片在扫描过程中进行了加密处理，

评卷过程中，评卷员只能看到本题组的电
子图片，无法了解被评电子图片是谁的。

三评三评制制
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

考生每道主观题的分数是如何出炉
的呢？按照“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
适度，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要求，高考评
卷管理非常严格，比如封闭管理制度，学
科组长及题组长负责制度，以及试评制、
自评制、双评三评制等一系列制度。

为了确保评分标准的统一和规范，
我省制订了评卷相关规程。按照教育部
要求，在部颁参考答案和评分参考的基
础上，由专家组制订评分细则初稿，并抽
取样卷，组织本学科全体教师进行试评，
再结合试评情况进一步完善确定评分细
则。过程中实行全员培训，在统一尺度
后，才正式开始对全省所有考生试卷进
行评阅给分。

在评分过程中，当两位老师双评差
值小于设定阈值（两名评卷员评分差值
允许的最大范围）时，以两位评卷员的评
分均值作为该题的得分。当双评差值达
到或超过阈值时，由系统自动将该题随
机分发给第三位评卷员评分，是为三
评。若三评后仍达到或超过阈值，则由
系统自动提交学科组，由学科组长组织
专家进行终裁给分，并以此作为该题的
最终得分。

运用网上评卷质量控制管理系统，
对评卷质量进行有效管控，有效掌控评
卷进度、发现并纠正评分标准偏宽或偏
严、打保险分、评卷稳定性问题等。今
年，省教育考试院还专门向评卷场派驻
了质检组，随时检查评卷质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成都市成华区
一场接地气的坝坝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 实
习记者 邱文绮）6月12日上午，成都
市成华区青龙街道昭青社区召开了
一场坝坝会。“如何解决好身边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是这场坝坝
会的主题。成都市纪委常委刘耘
芸，成华区公安、人社、教育、民政等
单位负责人，与60余名群众代表，
面对面交流、倾听。

坝坝会上，有居民反映：“每次
买菜回家，一环路北三段到北四段
之间，很长一段路都没有公交站点，
很不方便，能不能增加停靠站点
呢？”“有些站点，不同路的公交车到
达时报的站牌名却不一样，老年人
经常下错站。能不能统一一下？”

也有居民求助：“孙子马上要上
小学了，户口是和我儿子和媳妇上
在一起的，但是年轻人参加工作时
间不长，也没有能力购房，现在都是
跟到我们老年人居住。请问政策说
就学需要提供父母的房产证明，我
们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针对群众的问题，成华区相关
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现场解答；没有
具体诉求的部门负责人，也就机构
改革后的职能范围，现场进行了宣
讲。

现场群众纷纷表示：这样的坝
坝会感觉特别接地气，氛围也很好，
很有用。

刘耘芸说：“成都市纪委监委将
对坝坝会上群众们提出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进一步梳理研
判，纳入接下来我们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专项整
治重点内容，成都市纪委有决心、下
大气力推动问题整改，提升党员干
部担当作为落实责任，确保各项政
策落地落实。”

成华区纪委负责人透露：坝坝
会收集到群众提出的问题与意见建
议20余条。“对于现场未能及时解
答的，我们要求相关人员进行了详
细记录，要在最短时间内给予答
复。”

2019成都全球创交会
成交总额达333亿元

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
会于6月10日-12日在成都市举行，
来自欧盟、美国、韩国、新西兰等22
个国家的嘉宾与会，资本、技术等要
素成交总金额达333亿元。

本届创交会以“新经济 新生
态 新场景”为主题，采取特色展览、
高端论坛、要素交易、指数发布、创
客大赛多种活动形式，共吸引576
家企业参会，约6万人次参观展览。

本届创交会成交总金额达333
亿元，其中，技术交易3811项，成交
额112亿元，资本要素交易签约额
达221亿元。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专
场人才招聘会，共组织300余家企
业发布8027个岗位，1.03万人次参
加招聘活动。

创交会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
资本市场服务西部基地、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服务基地、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成都基地等三大
金融项目落户成都，以助力成都及
西部地区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目前，成都已与全球235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关系，国际友城
和友好合作城市达96个，落户世界
500强企业285家。 据新华社

学生反映：
作文有较大发挥空间
13日上午11点，铃声响起，语文考

试结束后，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我感
觉语文试题整体难度不大，都是平时
有接触过的题型。”今年的作文题是半
命题作文，写“从……到……”，不少考
生选择了“从年轻到年迈”、“从青涩到
成熟”、“从软弱到坚强”等角度入手。
大家表示作文题容易下笔，有比较大
的发挥空间。

成都七中初中学校语文老师巫增
金说，今年成都中考语文试题，选材鲜
活有趣、文化味浓，让学生在享受文化
滋养的同时展现思维水平，考验思维
真功夫，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在创新中
发扬传统文化。读西游，编童谣，话巴
山夜雨，讲万里桥故事……试题选材
来自于学生熟悉的世界，既有历史感，
又不脱离生活。

整套试题以考查能力为出发点，

重在考查思维水平。比如诗歌鉴赏，
要求选择恰当意象填空，若非真正读
懂，则无从下手。

省特级教师袁学民：
作文每个考生都有话可说

四川省特级教师、树德中学语文
教研组长、全国百佳语文教师袁学民，
对今年中考作文题进行了解析。

他认为，今年成都市中考作文，
采用的半命题作文形式，给学生提
供了多种选择、组合的可能性，在题
材、立意、文体选择上有较大的发挥
空间和自由度。考生不易偏题、跑
题，每个考生都有话可说，均可结合
自身的真实生活体验，表达个体独
特的情意、情理和情志。命题同时
也考虑到高中选拔考试的功能，体
现了应有的区分度。通过“从……
到……”，引导考生可以从时间的转
换、空间的转换、事物之间的关联等

方向去思考，隐含了“思维发展与提
升”这一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与高
阶思维品质的考查。可以说，2019
年中考作文命题是通过“从”“到”二
字，搭建起一座引领学生“从书写真
实生命体验 ”通往“深切表达思辨感
悟”的虹桥，对今后初中作文的教与
学均有很好的导向性。

要写好这篇作文，需要考生以真
实的生活经历为源，溯源寻找触动自
己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动情点。既
可选择求学经历中从“脆弱”到“坚强”
的蜕变过程，也可选择从“陌生”到“熟
悉”的同学挚情，从“倔强逆反”到“共情
理解”的亲子关系，从“书斋、象牙塔的
封闭式课内生活”到“开放的社会大课
堂的历练”成长……生命记忆中的诸多
动情点不一而足，写作选材空间广阔，
情感表达多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周丽梅莫凡

四川首次开放高考评卷场，记者赶赴西华师范大学现场探访

高考试卷是这样改出来的
近4000名评卷人员预计阅卷200多万份

成都12.08万名考生迎来中考

“从…到…”这个作文好写
成都中心城区普通高中

计划招生
43015人
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公布的2019年

中心城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今年成
都市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进一步增加，
中心城区（“11+2”）普通高中学校计划
招生43015人，占成都市户籍考生报名
人数的75%。其中，公办普通高中计
划招生34215人，较2018年增加1885
人；民办学校面向中心城区计划招生
8800人，较2018年增加634人。

今年，除棠湖中学、新都一中、温
江中学、大弯中学、郫都一中、航天中学
继续面向“5+2”区域招生外，新增龙泉
中学、青白江川化中学、新都香城中学、
简阳中学、彭州中学、都江堰青城山高
级中学等6所普通高中学校面向“5+2”
区域招生。12所学校面向“5+2”区域
招生计划为650名，较2018年增加350
名。石室中学、成都七中、树德中学继
续面向龙泉驿区等15个区（市）县招生，
另有部分学校艺体特长班等也面向全
市招生。

此外，省级示范性公办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也进一步增加。今年省级示
范性公办普通高中面向中心城区
（“11+2”）区域招生计划达23035人，
约占公办普通高中面向中心城区招生
计划总数的73%。 成都市教育局特别
强调，全市公办、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均
须按照经核定的办学规模，严格执行
年度招生计划，严格按照规定录取新
生，不得无计划招生和超计划招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丽梅

截至6月13日，四川省所有高考
科目均已开始评卷。

今年，四川高考评卷设立了四川
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两个主观题
评卷场，以及成都师范学院一个扫描
点。从11日起，四川高考评卷正式开
始，近4000名阅卷老师进驻评卷场开
始阅卷，预计阅卷200余万份，学科统
一评卷结束时间约为6月19日。

今年，四川还首次对外开放了高
考评卷场。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赶赴南充探访西华师范大学
评卷场，该校负责理科综合、外语，对
口招生考试的英语和一类模式高考英
语的评卷。来自全省各地的评卷老师
紧张工作，每天8：00到12：00、14：30
到18：30进行阅卷工作，确保考生能
够按时收到自己的高考成绩。

6月13日，西华师范大学评卷场，评卷老师正在紧张工作。（省教育考试院供图）

进入评卷场需经过严格安检。

评卷场禁止携带通信设备、电子储
存设备等物品。

6月13日上午，2019年成都市高
中阶段教育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式开
考。成都市共有12.08万名考生报
考，共设考点110个。

此次中考共设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五个科目，6月14日下午英
语科考试结束后，成都市教育局官方
微信号“成都教育发布”、成都市招考
办官方网站将公布各科试题、参考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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