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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压减考试次数，提

高教师命题能力和学情分析能

力， 切实降低学生考试压力……

日前， 市教育局制定 《贵阳市义

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指南》,针

对考试的命题原则、组织形式、考

试时长、 结果评价等具体内容进

行规范。

《指南》明确，义务教育学校

考试除初中毕业学生学业水平考

试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

功能。 义务教育学校考试内容不

得超过国家课程标准和学校教学

进度，应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和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注重

增加综合性、开放性、应用型、探

究性试题比例， 体现素质教育导

向，不出偏题怪题，减少机械记忆

性试题，防止试题难度过大。各级

教研部门应加强对考试命题的研

究评估和教师命题能力的培训，

提高教师命题水平。

《指南》明确，不得面向小学

各年级和初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

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 学校和班

级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等

其他各类考试，也不得以测试、测

验、限时练习、学情调研等各种名

义变相组织考试， 教师可通过学

生日常学习表现、 作业完成情况

等，对学生学情进行研判；严禁在

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及寒暑

假期组织考试。 同时，严格控制考

试的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

纸笔考试， 义务教育其他年级由

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

其中， 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

际出发， 每学期可适当安排一次

期中考试。

根据《指南》，义务教育学

校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 ，可

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和家长。

不得把考试作为评价学生的唯

一方式， 不得把考试结果作为

评价学生的唯一依据 。 要加强

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鼓励实践

性评价，可以采用课堂观测、随

堂练习、实验操作、课后作业等

方式开展学生学习情况即时性

评价， 通过定期交流 、 主题演

讲 、成果展示、学生评述等方式

开展阶段性评价。 同时，严禁下

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

价学校； 严禁将学生考试成绩

作 为 教 师 绩 效 考 核 的 主 要 依

据 ； 严禁校外培训机构面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或与学校

联合开展考试。

市教育局设立了群众举报监

督电话：87989439，确保义务教育

学校考试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平）

本报讯 3 月 2 日， 贵阳市

2022 年春耕生产机械化现场演

示推介培训会在开阳县南江乡双

塘村举行， 现场进行各种现代化

农机演示。 省、市、各区（市、县）

农业相关部门人员， 农机生产企

业、 经销商以及农机手、 农民代

表等 150 余人参加。

均匀施肥及运输机、农机移动

维修平台、枝条处理机、玉米大豆

带状复合播种机、 土地精耕机、农

业无人飞机……现场， 近 20 台农

机进行了垄作蔬菜田间生产机械

化、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机械化种

植、果树管护作业机械化、中药材

管护作业机械化的演示及培训，参

会人员认真聆听指导人员的讲解，

聚精会神地学习操作。

“今天我们参加演示推介

培训会，接触到了很多现代农业

机械设备， 比如土地精耕机，它

的运行效率很高，能够把土地规

整得很好，种蔬菜等作物的效果

也就更好 ， 有机会我会引进一

台。 ” 修文县远泽农机服务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远泽说。

据了解，去年以来，贵阳市在

春耕、 三夏、 三秋等农时季节共

投 入 各 类 农 业 机 械 10 万 台

（套）， 完成机耕面积 326 万亩，

机播面积 21.88 万亩， 机收面积

55.22 万亩，培训机手修理工 2.59

万人（次）,检修农机具 5.34 万台

（套），全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 49.4%。

当前贵阳市正抢抓农时，加

快推进春耕生产和农机化工作。

接下来， 贵阳市将持续贯彻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国发〔2022〕2 号

文件以及省委、 市委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 加强丘陵山区农机新机

具新技术示范推广力度， 促进农

机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 不断推

进农业现代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文 / 图）

贵阳出台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指南

学校和班级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等考试

贵阳市春耕生产机械化现场演示推介培训会举行

本报讯 2 月 27 日起， 贵阳

城投集团建设观山湖区鉴湖路智

慧停车场实行 30 分钟内免费停

车， 方便家长前往贵阳一中接送

学生。

贵阳城投集团共有两个停车

场位于学校附近， 分别是鉴湖路

智慧停车场和乌当中学智慧停车

场。 为助力 “一圈两场三改” 建

设，去年 11 月，该集团在乌当中

学智慧停车场先行推出 30 分钟

免费停车服务， 缓解乌当中学门

口松溪路段早晚高峰车流拥堵问

题，获得学校、家长的点赞。 此次

鉴湖路智慧停车场实行 30 分钟

内免费停车， 是该集团服务群众

的又一举措。

目前， 贵阳城投集团已在两

个停车场外部道路设立临时引

导标牌，在出入口及多个点位增

加设引导人员，安排工作人员到

重要路段协助配合交警加强交

通疏导，保障返校学生安全和现

场停车秩序，有效缓解返校交通

压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方便家长接送学生———

鉴湖路智慧停车场

30分钟内停车免费

本报讯 日前， 往返于贵阳

北站和乡愁贵州的 K802 大站快

车开线运营， 这条公交线路的开

通， 旨在提升清镇市与观山湖区

之间的公共交通出行效率。

K802 线路是贵阳市公交集

团充分收集沿线居民意见后开

通的一条快速线路，区别于现有

802 路普通公交车， 该线路采取

“大站停靠 ，小站不停” 的运行

原则。 以前，市民乘坐公交车往

返清镇与贵阳北站时，单程需要

1 个多小时，K802 线路开行后 ，

可节省 20 至 30 分钟时间，不仅

进一步加强了清镇市与观山湖

区之间的互通，还提高了市民公

交通勤的效率。 该线路配置车辆

6 台，实行双向对开发车，票价 6

元 / 人次，IC 卡及免费乘车证有

效 ，支持免 、优惠换乘（最高优

惠 2 元）。

下一步， 贵阳公交将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实效化，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

盼” 问题， 不断优化新辟公交线

网，提升服务水平，持续打造有温

度的贵阳公交。

（冯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K802“公交快线” 运营

往返于贵阳北站和乡愁贵州，单程运行

时间比常规公交缩短 20 至 30 分钟

迁坟公告

因富源二道延伸段项目建设需要， 需征占花溪区孟关乡沙坡村白土

田、蒿子冲、煤窑上一带土地。 征占范围内的坟墓急需迁移，请涉及的坟主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证明前来孟关乡社会事

务办确认办理相关迁坟手续。 逾期不迁移的坟墓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先生 13985471602

��������������������王先生 13984885303

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人民政府

2022年 3 月 3 日

遗失启事

贵阳市白云区文武学校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

JY35201130014875（1-1），声明作废！

贵阳市白云区文武学校

2022年 3月 3日

参会人员观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播种机的操作方法。

（上接 1 版）

谋划招引一批新能源汽车

产业项目。 聚焦新能源汽车及研

发能力、轻量化材料、充换电设

备等，围绕宁德时代、蜂巢能源、

杉杉集团等重点企业，招引一批

供应链配套企业和产业链有关

龙头企业，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

生态圈。

谋划招引一批磷化工产业

项目。 聚焦磷酸铁锂新能源电池

正极材料、以磷肥产业为重点的

精细磷化工， 围绕贵州磷化集

团、兴发集团、中伟新材料等龙

头企业，加大供应链企业和磷化

工精细化生产企业招引力度。

谋划招引一批铝及铝加工

产业项目。 聚焦铝及铝精深加

工、轻量化材料、电池正极软包

材料、轻量化汽车零配件、模具

等，推动南山铝业一体化、丛林

铝业重型压铸、力翔电池铝壳及

盖板生产等项目合作，紧盯宁德

时代配套等重点目标企业，招引

一批铝及铝加工产业项目。

谋划招引一批电子信息制

造业和软件服务业项目。 聚焦智

能终端整机、电子元器件、服务

器等，紧盯腾讯、华为、深信服等

重点企业，全年新引进数字经济

项目 160 个。

谋划招引一批健康医药和生

态特色食品产业项目。围绕“两药

一械” ，紧盯国药控股、深圳信立

泰药业、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等重

点企业，引进一批健康医药项目；

聚焦饮品、休闲食品和调味品，紧

盯丰树国际智能食品产业园、进

口白砂糖保税加工等项目， 引进

一批生态特色食品生产项目。

谋划打造一批合作共建产

业园区。 发挥市政府驻外办事

（联络） 处桥头堡招商作用，推

动重点区域招商，实践区域合作

新模式，寻找有意愿的发达地区

城市，开展产业合作，培育打造

一批合作共建产业园区。 推进深

筑产业园项目招引，探索园区统

一规划、开发建设、管理运营、招

商引资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努力

打造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

移发展高地和促进产业协同发

展、集群发展的示范平台。

谋划借力平台资源招引一

批产业项目。 积极招引与贵阳市

产业发展结合紧密的展会，坚持

以会为媒，依托数博会、贵洽会、

贵商大会等各类会展活动平台，

抓实目标企业沟通对接和项目

洽谈， 签约引进一批产业项目。

谋划举办好 2022 年产业园区大

会，实施“以房招商” ，新引进一

批首次入筑的优秀产业园运营

商， 实施 10 个以上产业园运营

项目，提高标准厂房使用率。

“宏伟蓝图振奋人心， 时代

号角催人奋进。 贵阳市投资促进

局将牢牢抓住新国发 2 号文件

重大机遇，知责于心、担责于身、

履责于行，努力把政策红利转化

为推动产业大招商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能， 敢干实干快干会

干，推动实现新突破、见到新气

象、取得新成效。 ” 皮启荣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