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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金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珠海市金得拍卖有限公司受委托，定于2022年5月10日15时在珠海市香

洲区银桦路8号1401房拍卖大厅和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同步公开拍卖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园林路51号珠海平安大厦使用权权益
（“拍卖标的”），拍卖标的建筑面积为11653.92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

上述拍卖标的起拍价为￥580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400万元。
拍卖标的自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拍卖标的详情请联系拍卖公司

进行查阅。有意竞买者请在2022年5月9日12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
户（户名：珠海市金得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4354201040006294；开户行：农业
银行珠海梅华西支行；汇款用途：竞买珠海平安大厦使用权权益保证金），并持
有效证件原件、汇款凭证原件到我司签署竞买协议并办理竞买手续，方可参加
竞买。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43号珠信证券大厦412室
联系电话：13085813168叶生，0756-2272163
委托人咨询、监督电话：18577319182韦生
公司网址：www.jindepm.com

遗失声明
玄元（横琴）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嘉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家洋（身份证号：R123797789）

遗失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588号横
琴华发首府花园1栋2601房认购协
议，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中邮通信技术贸易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400
10034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粤奥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
0000107000；公章、发票专用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印章备案证明壹
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万点新地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泽山遗失普通护照，编号：
E53202826，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广东宜轩拍卖有限公司优质资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30在我司指定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如下标的：
1、2018年湖南安化产黑茶千两茶2条，重37.3KG/条，起拍价3000元，保证

金1000元；
2、香洲区吉大九洲大道东1200号第6层工业厂房，建筑面积1870m2，带租

约，该项目在吉大工业区改造范围内，起拍价1421万元（单价7600元/m2），保证
金150万元；

3、香洲区柠溪路329-331号铺位，建筑面积201.03m2，带租约，起拍价643
万元（单价32000元/m2），保证金65万元；

以上房产标的按现状拍卖及交付，在产权过户时产生的税费均按国家规定
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另通知各权利人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

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电话预约；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者请与我
公司联系、咨询、看样，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等。

地址：珠海市九洲大道东石花三巷 2 号 联系电话：0756-3229189
13138115666孙生。

□本报记者 张景璐

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发布了《关于征集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中发现的典型地区经验案例的函》，在

“典型区县及推荐主题”名单中，广东省
仅两个区县入选，香洲区名列其中，推荐
主题为“四年级科学教育”。

近年来，香洲区小学科学教育开展
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教”的学业质量监
测与评价改革，促进科学教师探究性教
学与动手实验教学的开展，帮助学生在
探究和实践中理解科学概念，形成良好
的科学态度。

香洲科学教育重视课堂教学中的探
究实践，聚焦提质增效。在课堂上，教师

注重引导孩子们了解基本的科学知识、
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同时倡导通过丰
富 多 彩 的 实 验 教 学 、科 学 创 新 及
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
活动，培养学生科学兴趣，提升动手实践
能力。

在开展实验教学基础上，各学校引
导学生进行观察和记录，精心设计了不
同的实验记录单，为学生探究及思维生
成提供“脚手架”。引导学生利用记录的
数据、文字、图示对问题进行解释和预
测，有效提升科学思维能力。

香洲区潮联学校每年春季都坚持开
展“观察节”活动，学校组织三、四年级在
3-4月开展养蚕、种植凤仙花、制作种植
杯观察蚕豆种子萌发等实践活动。活动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科学实践兴趣，同时
引导学生养成长周期科学观察记录的习
惯。

在平时科学教学中，各学校还注重
开展跨学科学习，开展“青青草木染”“悬
浮纸飞机”“智能机器人”“自主造船”等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香洲区第十八小学科学教师罗燕在
设计《船》这一单元教案时，通过课堂教
学和社团活动的形式，引导学生自主

“造”出一艘能达成相关任务要求的小
船，并通过社团活动，让学生参与科学实
验探究、设计、制作和调试船只、作品介
绍等环节。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船行’
创客基地”被评为第三批珠海市青少年
创客教育基地。

自2018年起，香洲区坚持每年举办

中小学生STEAM大赛，至今已举办了
四届，累计参与学生超过8000人次、通
过以赛促教、以赛促用、以赛促学，激发
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全方位提升
了孩子们的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各学校还积极参加了各级各类
STEAM项目竞赛，多支团队走上了省
赛、全国大赛的领奖台。据统计，四年来，
各校获市级一等奖以上奖项超400个。

除了区级STEAM大赛，香洲区各
中小学还举办了各具特色的校内
STEAM活动。

2020年9月起，香洲区先后推出“南
湾教育振兴计划”和“民办教育提升计
划”，推进全区教育迈向“全域优质均
衡”。一系列的视导与教研活动，帮助南
湾片区学校及民办学校提升科学教学质
量。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报道：近日，广东省汤芬名教师工作室2022年
第一期集中研修培训在香洲区同乐幼儿园举行。本次集中研修培训活
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邀请国内四名知名学前教育专家进
行专题授课，旨在提高参训学员的教学理论水平，为学员解决教学实践
中的实际问题提供思路。

为期四天的培训中，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鄢超云，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教授丁海东，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胥兴
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讲师王默博士，分别围绕儿童观察与评价、游
戏中的教和学、走向深度（高质量）学习、保育教育过程性质量等主题进
行深入解析，课程内容干货十足，令学员们受益匪浅。

“学习要学以致用，我会把学到的先进经验运用到日常实践中，促进
幼儿健康成长。”馨乐园幼儿园教师马媛在培训结束后感慨地说。同乐
幼儿园教师周娟在聆听完鄢超云教授的讲座后表示对于幼儿的观察与
记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会进一步夯实幼儿观察记录。

据了解，此次集中研修培训活动通过线上形式辐射我市60多所公
办和民办幼儿园以及8家省外幼儿园，累计培训学员3800人次。广东省
汤芬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同乐幼儿园园长汤芬表示，希望通过“理论研
修”与“实践研讨”提升工作室学员、帮扶对象、网络学员理论素养，解决
实际问题，同时充分发挥名教师工作室的辐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
高学员的思考力、实践力和创造力。

广东省汤芬名教师工作室是2021年广东省教育厅遴选出来的新一
轮（2021－2023）省级名师工作室。工作室旨在以建立学习共同体为目
标，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为主线，以科研课题为切入口，发挥区域引领
示范辐射作用。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提高教师理论素养
广东省汤芬名教师工作室举行集中研修培训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报道：4月25日，记者从珠海市教育局获悉，珠
海市202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最新疫情防控指引和考点信息公布。
今年考试考点设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和珠海科技学院。考试期间，
考生须提供“粤康码”、行程卡、首场考试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考生健康信息申报表，并全程佩戴口罩。

据悉，所有考生须注册“粤康码”，未注册“粤康码”的考生不予打印
准考证，不得参加考试；所有考生应在考前14天开始自我健康监测，据
实填写《广东省2022年普通专升本考试考生健康信息申报表》；并于考
前48小时内自行前往医院进行核酸检测。考试期间，考生须提供“粤
康码”、行程卡、首场考试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考生健康信
息申报表，供工作人员核验无异常后进入考点，考试时考生应全程佩戴
口罩。

考前14天内出现疑似症状或“粤康码”为黄码的考生，有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经考点卫生防疫人员评估可以参加考试的，体温正
常的考生安排在备用考场参加考试，体温超过37.3度的考生安排在隔离
考场参加考试。

因涉疫管控无法赴考的考生，经省教育考试院和市招考办核实确认
的，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考试地点和考试方式。此类考生请及时联系
省教育考试院，咨询专线为020-62833328。

此外，考生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的均不得参加考试：
（一）不能按要求提供考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二）正处于隔离医学观察治疗、集中隔离观察期的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复检阳性人员、无症状感染者，“粤康码”为红码、处于居家隔离和
居家健康监测期间的；

（三）没有按珠海市相关政策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
（四）其他情况由现场卫生防疫人员研判后认定为不能够参加考试的。

我市普通专升本考试防疫指引
和考点信息公布

□本报记者 张景璐

4月25日，珠海市教育局公布《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考试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根据《实施
意见》，我市2023年起参加中考的学生，
体育成绩由统一考试成绩和体育素养综
合评价成绩两部分组成，总分60分，均
计入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在体育统一
考试科目中，考核内容由2项增为3项，

“三大球”单列成为必考项目。

考试内容与成绩计算方法

《实施意见》面向2020年秋季入学
的七年级新生（现初二年级学生）开始实
施，也就是说，2023年起参加中考的学
生，按新规参加中考体育。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中考体育由
统一考试和体育素养综合评价两个部分
组成，总分60分，均计入考生学业水平
考试总成绩。其中，统一考试45分，体
育素养综合评价15分。

体育统一考试包括一类、二类和三
类项目。最终成绩取三个类别项目得分
的平均分（平均分超过100分的按100分
计）×45%。

一类考试项目为中长跑（男子1000
米、女子800米）和100米游泳，考生在两
个项目中任选一项参加；二类考试项目为
200米短跑、三级蛙跳、投掷实心球、一分

钟跳绳，考生在四个项目中任选一项参加；
三类考试项目为足球、篮球、排球，考生在
三个项目中任选一项参加。

体育素养综合评价成绩是运动参与
成绩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
简称《国标》）成绩的总和，其中运动参与
成绩6分，《国标》成绩9分。

运动参与成绩按《珠海市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考试运动参与评价
标准》进行考核，运动参与包括体育课、
大课间体育活动、眼保健操、课外体育活
动、体育竞赛参与等5项。达到标准则
该学年满分，否则计零分。

运动参与成绩考核分阶段实施。
2020年秋季入学学生计算九年级运动
参与成绩，满分为6分，五个项目各1.2
分；2021年秋季入学学生计算八、九年
级运动参与成绩，每学年满分均为 3
分，五个项目各0.6分；2022年秋季起
入学学生计算七、八、九年级运动参与
成绩，每学年满分均为2分，五个项目
各0.4分。

此外，学生应在七、八、九年级参加
《国标》测试，每学年满分各为3分，其中
达到优良为3分、及格为2分、不及格为
1分、无特殊情况未参加测试的成绩计0
分。《国标》考核也是分阶段实施。2020
年秋季入学学生计算九年级《国标》测试
成绩，其中九年级及格为9分、不及格为
6分、无特殊情况未参加测试的计0分；

2021年秋季入学学生，计算八、九年级
《国标》测试成绩，每学年满分均为4.5
分，其中八年级成绩达到及格为4.5分、
不及格为3分、无特殊情况未参加测试
计0分，九年级优良等级4.5分、及格为3
分、不及格为1.5分、无特殊情况未参加
测试计0分；2022年秋季入学学生计算
七、八、九年级《国标》测试成绩，每学年
满分均为3分，其中七年级成绩及格为3
分、不及格为2分、无特殊情况未参加测
试计0分，八、九年级成绩达到优良为3
分、及格为2分、不及格为1分、无特殊情
况未参加测试计0分。

考试规则及评分标准

体育统一考试科目中，长跑男子
1000米、女子800米评分标准采用《国
标》（2014 年修订）初三年级标准，超过
110分成绩一律计为120分。游泳项目
从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四种泳姿中
选择一种泳姿，限时7分钟完成考试。

一分钟跳绳、足球、篮球和排球可有
2次考试机会，取最好一次成绩；三级蛙
跳、投掷实心球可有3次考试机会，取最
好一次成绩。

主要涉及三大变化

记者通过对比《实施意见》和此前执
行的考试方案发现，我市中考体育主要
有三大变化：总分由原来的45分增加至

60分；在考核内容上新增了体育素养综
合评价；统一考试项目由原来的2项增
至3项。

2022年中考体育成绩由学生初中
三年级《国标》测试成绩（占5%）、体育考
试成绩（占 95%）两部分组成。《实施意
见》执行之后，中考体育成绩将由统一考
试成绩（45分）和体育素养综合评价成绩
（15分）两部分组成。

在体育素养综合评价中，新增了运
动参与考核，占6分，《国标》成绩的分值
大幅度提升，由原来的2.25分(45×5%)
增加至9分。

在体育统一考试科目中，考核内容
由2项增为3项。以往，除了必考科目
（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中长跑、100米
游泳）外，学生要在选考科目“三级连续
蛙跳、投掷实心球、一分钟跳绳、足球25
米绕杆运球、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五
个项目中自主选择一项。

“新规中，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
单列成为必考项目之一，同时在二类考
试项目中新增200米短跑。”珠海市教育
局体卫艺科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规新增
排球，将足球、篮球、排球设为三类考试
项目，考生需任选一项参加考试。

此外，二类考试项目由五选一变成
四选一，考生需在200米短跑、三级蛙
跳、投掷实心球、一分钟跳绳等4个项目
中任选一项参加考试。

统一考试科目增为3项“三大球”单列成必考

我市中考体育将有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