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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中山市文明办
●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市技师学院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卓雅外国语学校

●广东博文学校
●卓越·博达教育
●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

●石岐区文体教育局
●德恒兆业教育集团
●石岐区体育路学校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师大中山附属中（小）学
●中山市丽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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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子
亮 ）昨日下午，由中山日报与
利和广场共同主办的中山市第
六届高考达人分享会在利和广
场举行。当天的高考达人分享
会邀请了今年我市高考文科达
人徐一（全省文科前 20名）、理
科达人黄舒炜（获得清华大学
一本线录取资格）、美术生达人
江子珩（美术类成绩全省第三）
和音乐生达人董涵伊（中国戏
曲学院二胡专业全国招四名学
生，已通过专业试）四位高考达
人分享学习心得。利和广场还
为这些高考达人颁发了奖学
金，鼓励中山学子们在接下来
的求学中努力学习。

■高考达人也有短板:
看他们如何见招拆招

酷爱数学的黄舒炜对逻辑
思考情有独钟，却在面对英语和
生物这些需要背诵的科目时显
得有点“有苦说不出”。黄舒炜建

议，在学习中要重视自己的短板
科目，在需要背诵的科目上，她
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黄
舒炜建议说，对于要大量背诵的
科目，可以尽可能地利用一些零
碎的时间把原本零碎的知识点
背诵理解，积少成多之后，也会
找到这些知识点的内在逻辑。

而作为美术生的江子珩则
对数学感到“头痛”。为此她建
议，在学习中，对于自己的弱项
科目，可以多做基础题，从简单
的开始做起，慢慢摸清理论概念
后再做难题。同时，她也分享说，
同学们可以根据知识点的不同
分板块学习，从而更好找到知识
点的内在联系。

■如何提高学习效率:
列出任务清单更高效

徐一在学习中经常为自己
制定学习任务时间表，她认为，
要提高学习效率，可以通过列出
任务表的方式，让自己更好地知
道什么时候该学什么，不仅可以
合理规划学习时间，还可以更好
地摆脱拖延症。“碎片时间也很
重要，通常我都会利用碎片时间
进行短暂的休息，或者重温一些
连续性不强的知识点。从而更好
地利用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徐
一介绍说。

爱好音乐的董涵伊对徐一的
介绍表示认可，她平时也会把一
些需要做的学习任务列出来，然
后把任务表里的任务逐一完成后
再去做别的事情，从而可以让自
己在学习上更专心、更高效。

■老师有“秘籍”：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在分享会上，有多年教学

工作经验的中山纪中老师刘录
江则以《高考与竞赛》为题，向
现场的家长系统阐述了竞赛与
高考的关系，参加竞赛的优势，
以及为学子们把脉如何通过参
加竞赛提升自己在高考中的优
势。紧接着，刘录江还结合自己
多年的教学经验指出，要想提
高，只知道下苦工往往事倍功
半，学习一定要有一个适合自

己的学习方法。为此，他建议同
学们要加强基础训练，只有对
基本知识点融会贯通，才能更
好地举一反三，从而系统性地
学习。“学界有个说法叫‘刻意
练习’，也就是通过一套适合自
己的科学的学习方法，有针对
性地掌握好一个知识点后，再
慢慢深入下一个知识点。”刘录
江介绍说。

本报昨举行高考达人分享会

优秀考生分享“如何更有效学习”

”

“毕业了，请珍重，愿你们成为更好的自己！”7月6日晚，中山市启思顿国际幼儿园在中山博览
中心举行K3级毕业典礼及汇报演出，该园董事长曹咏峰在致辞中说，孩子们即将从幼儿变为少
儿，在门外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崭新的、多变的、充满挑战的新环境。他寄望孩子们多阅读，学会大
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对自己负责，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他建议家长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
要重视情绪教育，让孩子们以健康的方式表达情绪、初步掌握解决冲突和矛盾的能力，进而达到
合群、乐观、与他人分享。 晏飞 陈漫梅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晏飞 通讯
员 李浩 袁子静）“春雨润物，明
德育才，泽流及远，千里思源。”7
月 7日，在高考的硝烟散去一月
后，6年前从石岐杨仙逸小学毕
业的中山市文科第二名李思羽
回到母校，并送上写有上述文字
的锦旗。

李思羽心仪的大学是北大，

和她一起回到母校分享学习心
得的学子还有已被清华提前录
取的颜杰龙。

今年高考中山市理科第二
名黄沅淇，心仪的大学是清华，
杨紫靖已被北大提前录取，黄沛
颖心仪的大学是中央音乐学院，
他们也是从杨仙逸小学走出来
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在今年高

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是仙小的骄
傲，也是仙小‘三气’教育的硕
果。”学校相关人士说。

当日上午，李思羽、颜杰龙
及其母亲为仙小的弟弟妹妹们
和部分家长代表分享交流学习
和家庭教育的经验。学校希望通
过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让同学
们了解学霸的成长之路，让孩子

们感受到成为哥哥、姐姐这样优
秀的人才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吸
取经验将来也能成为像他们一
样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和全校师生进行了简短
的分享后，两位学长来到“风云
庭”参加了座谈会，那里有等待
已久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代表
们。两位同学说六年的成长是他

们迈开征途的基础，六年的师生
情是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他们鼓励学弟学妹们在遇到逆
境的时候多想想自己的梦想，不
忘初心，坚持下去，成就梦想。

仙小校长黄丽仪向李思羽、
颜杰龙颁发了代表该校学生最
高荣誉的将军勋章。

生地中考放榜
三鑫303人满分
生地单A双A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2018年中山市初二生物地理中
考近日放榜，纪中三鑫双语学校1548人参加
考试，满分总人数达 303人，在满分人数、双
A人数、优秀率等方面再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三鑫居高求进，教学质量不断创
新高，在市 30%A级优秀率的评判标准下，
2018年生地中考三鑫达到两科双A的人数有
909人，占三鑫总参考人数的58%，全市最多。

在生物、地理两个科目中，单 A 人数
1216人，全市最多，得A率占三鑫总参考人
数 78%；其中地理得A人数 1060人，全市最
多，得A率达 68.5%；生物得A人数 1065人，
全市最多，得A率68.8%。

在满分人数方面，生物满分人数三鑫
273人；地理满分人数三鑫30人。满分总人数
达 303人，全市领先。其中，陈嘉乐、罗靖岚、
张钊瑜、易柯成、刘亮、郑皓、官政7名同学获
生物、地理两科满分。

该届初二年级校长杜业富在初二进驻
初三仪式上雄心勃勃地说，三鑫必将带着师
生和家长的希望，勇往直前，锐不可当。

（晏飞 张亚男）

15位艺术家
同绘一幅画

本报讯 7月 6日下午，小榄福兴学校翰
墨飘香。中山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梁柱成、名
誉主席梁欣基等 15位艺术家来到小榄福兴
学校，与全体老师进行书画艺术交流活动。
艺术家们展示了精彩的书法与绘画技艺，集
体现场创作了美术作品《百花齐放》并即兴
赋诗：春华秋实育英才，福地兴隆紫气来，最
是悉心勤爱护，芳园硕果百花开。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的风格与韵味，博得老师们的阵阵
掌声。

据介绍，福兴学校致力于“和合”校园文
化建设，着力打造和而不同、和而大同、团结
配合、合作共赢的“和合”文化建设。同时，为
了弘扬传统的书法、绘画艺术，该校不断加
大投入，大力推进书画文化艺术，形成自身
特色和品牌。 （晏飞 吴明华 朱昌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注[2018]—03号

机构编码：B0199S34420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36759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3月17日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莲塘北路5号21卡商铺

邮政编码：528400

电话：0760—8750050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03月23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营业注销《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批准注销日期：2018年6月20日。现予以公告：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石岐大信社区支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注[2018]—04号

机构编码：B0199S34420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36759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4月06日

住所：中山市沙溪镇沙溪大道6号时代倾成花园23幢18卡

邮政编码：528400

电话：0760—8750050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4月13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营业注销《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批准注销日期：2018年6月20日。现予以公告：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沙溪吉之岛社区支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证2018－24号

机构编码：B0005S34420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36767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4月28日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1号德仲广场2幢首层1卡、二层1卡

邮政编码：528400

电话：0760—8559961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8年6月29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颁（换）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支行

（
以
此
为
准
）

序号

1

2

3

4

拍卖标的名称

中山市石岐区岐头村岐兴东街10号403房

中山市石岐区南江街65号702房及车房

中山市西区翠景花园26幢201房

中山市东区起湾祥苑新村三巷9号

土 地 面 积 约
（平方米）

26.1

14.02

12.65

157.76

建筑面积
约（平方米）

107.87

93.45

87.5

241.56

土地使用权
类型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产权证号

中府国用（2005）第232129号；粤
房地证字第C3469143号

中府国用（2005）第易230671号；
粤房地证字第C3438735号

中府国用（2005）第201117号；粤
房地证字第C4065689号

中府国用（2005）第211737号；粤
房地证字第C3430639号

拍卖起拍价
（元）

811566

681834

638400

194905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

13

12

38

中山市康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8年 8月 6日下午 3时 30分在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现状以增价方式公开拍卖以下物业（带租约）。（标的详情请登录 http://www.

zsjyzx.gov.cn/查阅）：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资料等到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东区博爱六路22号行政服务中心二楼D区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厅）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报名起止时间：2018年8月1日-2日，9：00-12：00，14：30-17：30分止。竞买人办理完竞买登记手续成功报名后，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交易

系统将自动生成保证金账号，竞买人必须于2018年8月3日下午4时前将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指定账号，经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系统确认缴费成功

的竞买人才具有参加拍卖会的资格。（注意：保证金仅限本人以转账方式缴纳，以到账为准，网站系统自动识别截止时间，保证金逾时无法缴纳。转账时，应在转账单上

备注参拍的标的物序号、名称等相关信息；一个标的对应一份保证金且一份保证金必须一次性存入；竞买人需参拍多个标的的，应逐笔缴交对应的保证金。）竞买人办

理登记手续的具体要求请电话咨询拍卖公司或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http://www.zsjyzx.gov.cn/。
标的展示：2018年7月30日-31日。

拍卖公司地址：中山市西区沙朗金港路康益大厦三楼

拍卖公司电话：88660819、18028309038 萧生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行政服务中心二楼

交易中心电话：89817366 监督电话：88228466（协会） 2018年7月9日

新闻
链接

毕业了，
做更好的自己！

中山市第六届高考达人分享会现场。 记者 黎旭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