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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穗考宣）

“3 分 11 秒！满分！”在广州市第

五中学考场，参加中考 800 米耐力跑考

试的女生奋力冲过终点线！ 昨日，今年

广州市中考考生体育考试正式开考。 开

考首日， 共有 4228 名考生在广州市第

三中学、第五中学、广州中学、增城区康

威运动场等考点参加考试。

据悉，今年广州市中考体育考试考

生总数 90649 人，在必考项目中，超过

九成考生选择耐力跑； 选考项目中，选

择跳绳的考生最多。

选择游泳的考生不足

1%

广州市招办主任唐宏武介绍，今年

中考体育考试时间为 4 月 9 日~30 日，

其中游泳考试时间为 4 月 28 日~30 日。

全市共设置考点 17 个， 其中耐力跑和

选考项目考点 15 个、 游泳项目考点 1

个、 特殊考点 1 个。 考生总人数 90649

人， 其中普通考生 87803 人， 择考生

2371 人，免考考生 372 人，特殊体育考

试考生 15 人，缓考考生 88 人。

在必考项目中，选择耐力跑的考生

87170 人， 选择 100 米游泳的考生 714

人；选考项目中，考生人数最多的三个

项目及考生数分别为： 一分钟跳绳

（

53655

人）

、三级蛙跳

（

23470

人）

、立定

跳远

（

10715

人

）。而选择铅球、实心球的

考生均不到 2000 人。

据悉，选择 100 米游泳的考生中八

成来自“老四区”。 唐宏武表示，受限于

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不是所有学校都

开设了游泳课，由于选择游泳的考生人

数比较少，因此只开设了广东实验中学

一个考点。“未来，广州将改善学校办学

条件， 让更多初中有游泳馆或者游泳

池，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落实体育课关

于游泳的教学。 未来，游泳考生人数增

加了将增加考点。 ”

耐力跑终点至少配

1

名医生

在广州市第五中学 800 米耐力跑

考场， 刚刚冲过终点线的 97 中学考生

谢皓廷得知自己的成绩后，兴奋地告诉

记者：“3 分 11 秒，满分！ 我的选考项目

是跳绳，210 次，也是满分！ ”

记者留意到五中考点现场设立了

医疗救护站、救护车和医护人员。 据唐

宏武介绍，今年中考体育考试加强了考

试安全管理，每个考点均设立医疗救护

站，安排救护车、医护人员，以及必要的

医疗急救药品、 器械及防寒棉被衣物

等。在耐力跑终点至少配 1 名医生、1 至

2 名护士或校医， 以便能及时处理考试

期间突发状况。

在耐力跑考场，跑道内侧安排观察

员，做到无盲区观察考生考试情况。 在

赛道终点，还安排了工作人员接应冲线

考生，其中专门安排女性工作人员接应

女生。 同时，在终点处安装电子监控，全

程记录考生冲刺情况。

跳绳绳芯升级增加视频监控

南武中学考生刘逸轩的跳绳成绩

是一分钟 186 次， 得到满分。 他告诉

记者： “我在考试前大概花了一个月

练习跳绳， 每天中午抽时间训练三五

次， 跟着老师的训练节奏， 拿到满分

并不难。”

唐宏武介绍， 今年跳绳考试的电

子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 改进绳芯紧

固配件， 更换全部考试用绳芯， 加装

高清视频监控。 游泳考试也增加了终

点、 转身端水下触板自动计时设备，

进一步提高成绩判定的精确性。

考试期间， 市教育局、 市招考办

等组织巡查小组到各区考点巡考， 各

区继续互派驻点监察员进行考风考纪

监察， 提高考试过程透明度， 保证体

育考试有序规范实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谢子亮 言梓瑞）

昨日，南沙区举行

教育品牌示范区项目共建签约。今年

内，该区将建成 5 所教育品牌示范学

校

（ 幼儿园）

。

昨日下午，首批入选南沙教育品

牌示范学校的南沙小学举行课堂开

放日活动。 在民乐社团课堂上，孩子

们在老师的指挥下演奏传统民乐；高

尔夫课堂上，孩子们站成一排，跟着

老师学习挥杆打球……南沙小学校

长曾志伟告诉记者， 学校有大约 60

个学生社团，每名学生至少参加一个

社团。“除了每周三下午参加学校开

设的特长课堂学习外， 每天放学后，

学生们还可以留在学校参加特长项

目训练。 武术社团、篮球社团、3D 打

印社团、烹饪烘焙……所有社团均免

费对学生们开放。 ”

记者从南沙区教育局获悉，南沙

区将选出一批中小学及幼儿园作为

教育品牌示范学校

（ 幼儿园）

，力争到

2019 年末，在区内建成 5 所教育品牌

示范学校

（ 幼儿园）

，逐步形成南沙教

育品牌效应。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昨日，越

秀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关于广州市轨

道交通十三号线

（ 二期）

纪念堂站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 征求意

见稿

）》。 根据征求意见稿，框架结构住

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的， 最高可补

51100元/平方米， 如果选择以房换房，

则有两处小区可供选择。

150

天内签协议多补

3000

元

/

平方米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铁13号线

（ 纪

念堂站）

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被征收

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可以按规定的补

偿标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也可以

选择按本项目房屋征收确定的评估机

构评估确定。 其中，框架结构的住宅房

屋：45100元/平方米； 混合结构的住宅

房屋：44100元/平方米； 砖木结构的住

宅房屋：43100元/平方米。 同时，为改善

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按照被征收住宅

房屋产权面积3000元/平方米计算，一

次性给予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征收奖励。

此外，房屋被征收人自本房屋征收

决定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选择货币补

偿、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按房屋移

交时间给予搬迁时限奖励。 其中，被征

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并在发出房屋征收

决定公告之日起150天内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并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搬迁

的， 住宅房屋产权面积再补偿3000元/

平方米；在第一阶段搬迁时限奖励结束

之日起30天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并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搬迁的，住宅房

屋产权面积只能补偿1500元/平方米。

因此， 如果被征收人在150天内签订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最高可拿到51100元/

平方米

（ 注：

45100+3000

征收奖励

+3000

搬迁奖励） 。

两处小区可供调换产权

根据征求意见稿，被征收人还可选

择在越秀区珠光北复建房项目或荔湾

区悦江上品小区

（ 位于大坦沙桥中中

路）

进行产权调换。

选择珠光北复建房项目进行产权

调换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

筑面积1∶1的原则，确定产权调换套内建

筑面积。 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套内建

筑面积不得超出产权调换套内建筑面

积10平方米。 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套

内建筑面积超出产权调换套内建筑面

积5平方米

（ 含

5

平方米）

部分，由被征收

人按每平方米5.2万元购买，超出产权调

换套内建筑面积5平方米至10平方米

（ 含

10

平方米）

部分，按每平方米6.5万元

购买。

选择荔湾区悦江上品小区进行产

权调换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

建筑面积1∶1.3的原则，确定产权调换套

内建筑面积。 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套

内建筑面积不得超出产权调换套内建

筑面积20平方米。 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

房套内建筑面积超出产权调换套内建

筑面积10平方米(

含

10

平方米

)部分，由

被征收人按每平方米4万元购买， 超出

产权调换套内建筑面积10平方米至20

平方米(

含

20

平方米

)部分，按每平方米5

万元购买。

广州地铁13号线已于2017年12月28

日开通运营首期工程

（ 鱼珠站

-

新沙

站）

，二期工程起于白云区朝阳站，经过

庆丰、凰岗、罗冲围、西场、彩虹桥、纪念

堂、仓边路、建设六马路、农林下路、花

城广场北、冼村、马场、天河公园、棠下、

车陂、珠村等地区。

广州中考体育昨日开考

9万考生仅700人选考游泳

南沙年内建成5所

品牌示范校

地铁十三号线(二期)纪念堂站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

住宅房屋最高可补51100元/平方米

南沙小学篮球社团学生正在练

习。 信息时报记者 康健 摄

昨日在广州市五中考点，男生正在

进行

1000

米考试。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