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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实习生

王岳）

前日，广州市招考办官网发布了

2020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

综合能力考核资格考生名单。 据悉，今

年是广州中考实行自主招生第二年，全

市共有22所示范性普通高中

（

23

个校

区，下同）

进行自主招生，统筹下达招生

计划为1252个。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全市共有4747

人取得自主招生综合能力考核资格。 市

招考办提醒，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考生如有异议，可向招生学

校或市、区招考办反映申诉。

主要生源来自集团内系内初中

按照自主招生政策，成立教育集团

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开展自主招生可适

当向集团内初中学校倾斜。 记者注意

到，在22所高中公布的名单中，大部分

高中的第一生源都来自本集团内、系内

学校或本校公办初中。 这意味着，在自

主招生中，集团内初中学生报读集团内

的示范性高中，被录取的几率较大。

广大附中公布的名单中共有327

人，其中广大附中74人、白云广附47人、

黄埔广附37人、花都广附7人、南沙广附

7人，共计172人，占比52.60%。 真光中学

公布的名单中共有216人， 其中真光实

验98人、真光中学48人、金道中学4人，

共150人，占比69.44%。 市二中公布的名

单中也有41.11%的学生来自集团内学

校。

此外，大部分高中的第一生源来自

本校公办初中部。 据统计，在22所高中

里，13所高中

（

14

个校区）

的第一生源校

是本校初中部。 例如，华附78人中有19

人来自华附初中部。

有4所高中的第一生源来自该校的

民办初中，包括广雅中学的第一生源校

是白云广雅；市二中的第一生源校是二

中应元实验；真光中学的第一生源校是

真光实验；培英中学的第一生源校是培

英实验。 另外，市属外国语学校广州外

国语学校的第一生源来自华南师范大

学附属南沙中学。

志愿二选一应“知己知彼”

此前自主招生报名时，考生最多可

填报2所学校。 7月6日至10日将进行中

考志愿填报，进入综合能力考核的考生

需在提前批录取前的独立招生学校填

报自主招生志愿， 每位考生只能填报1

所学校。 若同时进入2所学校的综合能

力考核名单，应该如何选择？ 市招考办

主任唐宏武建议考生须“知己知彼”，综

合考虑学校和自身实际情况。 他表示，

“知己” 指考生要了解自己到底属于哪

一种类型，是学科有特别专长，还是综

合素质特别全面，或在创新潜质特别有

优势。 因22所学校有不同的办学特色，

招生方案也有个性化的地方。 而“知彼”

就是要了解自主招生学校的招生方案，

认真对照自己的情况，研究学校和自身

的优势是否一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徐婧）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

7月1日零时起， 广铁集团实施新的

列车运行图， 增开动车组旅客列车

21趟，客运运输能力显著提升。

此次调图， 广铁集团增开动车

组旅客列车21趟， 分别为广州南往

返长沙南2趟，广州往返郁南2趟，深

圳北往返铜仁2趟、怀化南2趟、往潮

汕1趟，广州南2趟，深圳往返佛山西

6趟，长沙南往返宣城2趟、珠海2趟。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穗卫健宣）

6月28日0时至24时，

广州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出院病例3例。

截至6月28日24时，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176例、境外输入关

联病例28例。 累计出院200例，尚在

院治疗4例。

截至6月28日24时，累计报告境

内确诊病例349例。 累计出院348例，

累计死亡1例。

6月28日0时至24时， 新增境外

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例。

新增

1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

者情况：

男，23岁，籍贯广东，常住广

东省珠海市，留学生。 6月25日从英

国乘坐CZ304航班于26日飞抵广州

入境。 海关采样后按全程闭环管理

程序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反馈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并经市疾控中心复核

阳性， 即转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

离治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昨日，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

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在广州

市政府官网挂网发布并开始实施。 对于

食品摊贩经营区域的管理，《意见》指

出，食品摊贩不得经营冷荤凉菜、生食

海产品、发酵酒以外的散装酒，也不得

在食品摊贩经营区域内销售以及宰杀

活禽、活畜等。

《意见》指出，各区要按照《广东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等文件的要求，在

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的申办程

序、办事指南指引下，简化申办程序，制

定办事指南，加强登记信息审核。 运用

“广州市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系统”和

“广州市食品摊贩管理信息平台” 发放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食品摊贩登记卡，

建立食品小作坊、食品摊贩登记台账和

业户档案，建立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和

责任追究体系， 建立健全风险排查、评

估和治理台账。

据悉，食品小作坊、食品摊贩监管

工作将纳入地方政府食品安全年度考

核内容。 各区设置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

区应当符合规划有关要求，设置在非环

保敏感区域并确保集中加工区符合相

应的环境污染防治要求。

根据有关规定， 结合广州地方特

点，确定《广州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禁止生产加工品种目录

（试行）

》

（以下

简称《目录》）

。 记者看到，《目录》涉及粮

食加工、水产品、罐头、饼干、蛋制品等

32个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

《意见》还指出，划定食品摊贩经营

区域，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按照方便群

众生活、合理布局的原则，划定食品摊

贩经营区域和确定经营时段；不得在城

市管理部门规定的严禁乱摆卖区域内

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不得在托幼机

构、 中小学校门口200米范围内划定食

品摊贩经营区域。

食品摊贩不得经营下列食品：冷荤

凉菜、生食海产品、发酵酒以外的散装

酒；不经复热处理的改刀熟食、现制乳

制品、冷加工食品

（“改刀熟食 ”是指烧

卤熟肉产品再行切开销售的食品 ）

；国

家和省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其他食品。

另外，不得在食品摊贩经营区域内销售

以及宰杀活禽、活畜。 一旦食品摊贩经

营区域内食品摊贩超过200家的， 应当

建立视频监控系统， 监控经营情况；监

控录像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30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昨日

起，备受关注的广州外国语学校开始网

上报名。 根据此前招生方案，与去年相

比，今年该校招生最大的变化是依据材

料遴选 810 名学生后再摇号，不用到校

参加外语综合能力评价。

前晚，该校初中招生报名系统发布

了《报名指引》。 记者注意到，要求提供

的资料包括填写一篇不超过 500 字的

中文版自我介绍、上传不超过一分钟的

全英自我介绍视频和综合能力实证材

料等。 其中，综合能力实证材料方面，要

求至少上传一个，材料起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材料

发放单位限教育行政部门

（如省教育

厅、市、区教育局、学校等）

。

4747名考生获中考自招考核资格

大部分高中第一生源来自本集团内、系内学校或本校公办初中

民办初中

天河省实

5

人获得华附考核资格 、

16

人获

得省实考核资格、

11

人获得执信考核

资格、

47

人获得二中考核资格。

中大附中

8

人获得华附考核资格 、

10

人获

得省实考核资格、

33

人获得执信考核

资格、

37

人获得六中考核资格。

育才实验

10

人获得省实考核资格 、

8

人获

得广雅考核资格、

18

人获得二中考核

资格、

22

人获得广大附中考核资格。

公办初中

广州中学

5

人获得广雅考核资格、

10

人获

得六中考核资格、

4

人获得广大附中

考核资格、

4

人获得铁一（越秀校区）

考核资格。

这些学校表现亮眼

广州外国语学校网上报名

需上传全英自我介绍视频

广州出台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新规

食品摊贩不得经营冷荤凉菜

广铁明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增开旅客列车

21

趟

广州前日新增

1

例

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穗卫健宣）

6月28日， 广州市市、

区疾控部门继续开展市场应急监

测， 完成1家水产批发市场、24家零

售肉菜市场、1家大型超市、1家水产

零售连锁店、4家酒店餐厅、14家学

校食堂等共计45个重点场所环境样

本和食品样本的采样检测， 共覆盖

采样部位7234处， 经检测均为新冠

病毒核酸阴性。

截至6月28日，市、区疾控部门

累计已在覆盖全市11区的38家水产

批发市场、591家零售肉菜市场、67

家大型超市、15家水产零售连锁店、

414家冷库、23家酒店餐厅、36家学

校食堂等共计1210个重点场所环境

样本和食品样本的采样检测， 共覆

盖环境和食品采样部位达167359

处，经检测均为新冠病毒核酸阴性。

结合近期广州市环境与食品监

测结果及疫情态势， 疾控中心评估

认为，当前广州市各类市场、餐厅等

场所的环境和食品存在新冠病毒污

染的可能性较低， 疫情通过市场环

境和食物污染传播的风险较低。

广州前日采样7234处

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自主招生时间安排

7

月

6

日

~10

日

统一志愿填报

进入考核名单的考生在提前批

录取前独立招生学校填报确定1所学

校参加综合能力考核。

8

月

1

日

~2

日

统一组织综合能力考核

中考考试结束之后，学生参加学

校组织的综合能力考核。

8

月

3

日

~8

月

7

日

统一公示预录取名单

获得预录取资格的考生，中考成

绩达到学校公布的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