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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漫画）[新华视点]综合评价
新华社图表，北京，2018年6月5日
漫画：综合评价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即将来临的 2018年高考，“00后”成
为主角，975万考生人数创下近 8年高考
新高。

继去年“新高考落地元年”之后，高考
改革正在各地持续推进，强调对学生综合
成绩的评价，全面取消加分，多项改革举
措进一步推进高考的公平公正。

强调综合成绩评价强调综合成绩评价
人才选拔更多元人才选拔更多元

浙江省是去年全国首批两个高考综
合改革试点之一。记者从浙江省教育厅
获悉，除统一高考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外，
2018年浙江省内归属地方的50所高校以
及北大、清华、浙大等9所高水平大学参加
浙江“三位一体”招生。

“三位一体”高考招生改革，即把考生
的会考成绩、高校对考生的测试成绩以及
高考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最
后按照综合分择优录取考生。2018年，浙
江省预计通过“三位一体”招生人数超过1
万人。

最早一批尝试“三位一体”招生方式
的浙江工业大学招生负责人说，“三位一
体”综合评价高考招生制度，有助于高校
选拔、挖掘到有潜质的学生。跟踪调查发
现，“三位一体”招生的学生，即便成绩略
低一点，但活跃度和心理调适能力明显偏
高，进入大学后，学习成绩较好、社会活动
能力强。

山东省高考综合改革今年全面启动，
试点高校依据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和高校考核成绩，按一定比例计算形成
考生综合成绩。12所高校共 5000个招生
计划参与该项试点。

全面取消全面取消““五项加分五项加分””
录取更公平录取更公平

清理加分项目、整顿加分流程，清除
权力寻租空间确保高考公平，一直是社会
的普遍呼声。根据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做
好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体
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
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
有突出事迹等五项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全面取消。

2014 年，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
分值的意见》的要求。经过 3年的实践，
2018年高考考生将成为全面取消全国性

高考鼓励性加分项目的首批考生。
除了减少加分项目外，今年高招录取

还进一步强化了阳光原则。据了解，保送
生名单、高水平艺术团名单、高水平运动
队名单和自主招生名单等，都将进行公
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按专业录取成趋势按专业录取成趋势
考生选择更自主考生选择更自主

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是高考招生
录取的大趋势。

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尹力告诉记者，
该校今年将采取试点措施，让满足分数达
到普通一批录取分数线、成功被学校提
档、体检合格等条件的考生，都能就读首
选的心仪专业，避免被调剂的情况。

天津大学尝试创新改革，给予学生多
次专业选择确认机会，今年首推“招生计
划动态调整机制”，把以往固定到各个具
体专业的招生计划数，拿出一部分做机动
调节指标，按照学校的调整规则，向学生
报考意愿强烈的专业方向倾斜，最大限度
满足考生专业志愿，全面降低调剂率，提
升学生的专业满意度。

武汉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则选择通
过大力推进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满足考
生选择心仪专业的愿望。武汉大学本科
生院副院长王福称，学生可以在进校 1至
2年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类内的专业
中自主分流。

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主任林鹏告诉
记者，今年起在全校范围推广大类招
生，不但充分提高专业资源利用效率，
让更多学生通过招生大类满足进入心仪
专业的愿望，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各
专业录取门槛，让考生们更容易得偿所
愿。

另外，据记者了解，北京理工大学、天
津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都已开
始实行全新的“转出无门槛”校内转专业
机制。除国家和校方明确规定限制转换
专业的学生外，学生申请转专业的，只需
转入专业接受即可，转出专业方面不设

“门槛”，给予学生更大的专业自主选择
权。

新专业和新专业和““爆款爆款””专业增多专业增多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热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热点

今年 3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公布
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的通知》，我国高校共新增本科
专业2311个。

互联网大数据专业急剧升温。2017
年新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的高校数量达 250所；2017年新增“机器
人工程”专业的学校有近 60所。业内预
计，到 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
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
万亿元，如此快速的增长和发展必然会产
生大量的人才需求。

为了加速新时代网络空间安全高层
次人才的培养，2017年度高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中，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
级学科，共有 18所高校本科开设“网络空
间安全”专业，16所高校新增了“信息安
全”专业。

猎聘首席人才专家、CEO 戴科彬认
为，随着互联网经济和智能制造的发展，
大数据、机器人和网络安全等专业的就业
前景广阔。同时，“00后”正是在网络社会
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对这类专业有天然
好感。

安保更严格安保更严格
严防高科技舞弊严防高科技舞弊

为保障高考的公正性，各地加强了对
考场的管理，严防高科技舞弊是今年高考
安保的重点。

北京发布的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
提出，将提前启动覆盖全市和局部远郊区的
固定监测网，对考点及周边开展专项电磁环
境监测和治理工作，排查可疑信号。考试期
间，监测车辆将在路上巡查，配合固定监测
网，确保考点电磁环境的无缝隙监测，两组
无线电执法人员还将在考试期间分片值守。

武汉提出，在全市每个考场均配备金
属探测仪、手机屏蔽仪，考生进入考场后
需接受安检。考场情况将全程录音录像，
远程电子监控。此外，今年武汉高考考场
将全部更换为智能化自动校时的电波钟，
考生不能戴手表进入考场。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杰文津 沈洋 余靖静 闫祥岭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强调综合成绩、全面取消“五项加分”……

聚焦2018年高考改革新动态

综合评价 新华社 发 徐骏 作

6月5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志愿者参加自行车骑行活动。
当日是世界环境日，呼和浩特市上千名环保志愿者参加“绿色出行·从我做起”自行车骑行活动，倡导低碳绿色出行。

新华社记者 邹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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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昌准：碧血今朝丧敌胆，丹心终古照亲人

5月的安庆菱湖公园清风徐徐，绿荫
片片，不少市民在公园里悠闲散步、游
览。1922年农历9月9日，15岁的俞昌准
与友人就在菱湖“泛舟往游”。他写道：

“方在初秋，寒暑适中，山有雾而皆清，水
共天而一色。湖之四周，虽其大不过数
里，而可爱者甚繁。斯湖虽以菱名，而植
藕盛，荷花虽没，而叶犹新。”

俞昌准，1907年出生，安徽南陵人。
1923 年赴沪求学，就读于上海南洋中
学。18岁时，俞昌准进入上海大学社会
系就读。其间，受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
人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俞昌准开
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1925年秋，俞昌准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

1926年 8月，俞昌准受党组织派遣

回到安徽南陵，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和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春，俞昌准调
任中共芜湖特支书记，他返回家乡谢家
坝，成立了谢家坝党小组，从群众中发展
党员，建立党支部，走村串户宣传土地革
命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俞昌准在芜湖一带
开展地下斗争，创办《沙漠周刊》，宣传马
克思主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
径，明确地提出“敌人有机关枪大炮，我
们有斧头镰刀”的口号，深入厂矿工人群
众中，组织工人群众建立党组织，号召工
农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1928年 1月，在俞昌准等人的领导
下，南芜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谢家坝宣告
成立，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安徽诞生的
第一个红色农民运动政权。随后，俞昌
准领导发动的南芜边区农民武装暴动，

犹如一声春雷响彻南芜边区，极大地鼓
舞了革命士气，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
势力的嚣张气焰，为安徽省农民革命运
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武装暴动遭镇压后，俞昌准转移到安
庆，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以安徽大学学
生身份作掩护，领导组织学生运动。1928
年 11 月 22 日晚，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入
狱。在狱中，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敌人：“我
们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黑暗统治，创
造光明的新中国，何罪之有？”1928年 12
月16日，蒋介石亲自下令，俞昌准被国民
党军警杀害于安庆北门外刑场，牺牲时年
仅 21岁，难友从狱中带出他用铅笔写下
的两行字：“我知必死，望慰父老”“碧血今
朝丧敌胆，丹心终古照亲人”。

□ 新华社记者 鲍晓菁
（新华社合肥6月5日电）

新华社福州6月5日电（记者 邰
晓安）今年7月1日起，福建省福州和
厦门将各开行一对往返广州的高铁动
车列车，从而将福建两大中心城市与
广东省会广州市以高铁动车连接。

记者5日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7月 1日零时起，全国
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南铁根
据管内客流规律，优化列车开行结构，
新增开行旅客列车10对，变更运行区
段9对，停运1对。

本次调图后，多地新增始发列车，
区域间交通往来将更为便捷。据悉，
南铁将增开福州至广州南 G1609/8、
G1607/10 次 1 对，列车全程运行 6 小
时 ；增 开 厦 门 至 广 州 东 D2383/2、
D2381/4次 1对，列车全程运行 4小时
40分左右，较普速列车缩短 6个多小
时。

此次调图，南铁还将增开厦门北
至深圳北D153/4、D155/6、D157/8次 3
对；增开福州至武夷山东G5256/5次
1对。

南铁在制定日常线、周末线、高峰
线的基础上，将加大对客流的分析和
预测，细分日常、周末与节假日的客流
差异，科学制定增开、加挂、重联、减
编、停运计划，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
案，更加贴近客流出行需求。

闽粤省会将通
直达高铁列车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 赵文君）记者 5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明确加
强网约车联合监管。

近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和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网约车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管工作流程。

通知要求，各级交通运输、网信、通信、公安、人民
银行、税务、工商和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建立网约车行
业联合监管机制。针对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从事
网约车经营、线上线下车辆人员不一致、信息泄露、不
依法纳税、不正当竞争、非法经营资金支付结算等违
法违规行为，各相关管理部门可开展联合约谈。

约谈后仍拒不改正的，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网
约车平台公司违法行为严重程度，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
全保护管理办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等有关法规规定，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相应
采取暂停发布、下架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停止互联
网服务、6个月内停止联网或停机整顿等处置措施。

通知提出，要加强网约车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管
应急响应和处置，探索利用互联网思维创新监管方式，
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行政处罚行为通过信用系统进行
公告，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部门间和各部门内部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探索建立政府部门、企业、从业人员、
乘客及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

交 通 运 输 部 等 七 部 门
明确加强网约车联合监管

新华社上海6月5日电（记者杜康）2018年6月5
日起，上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上海市环境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办法》。据此，单位和个人对上海范围内的环境
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最高可给予50000元奖励。

根据办法，举报奖励分三档。举报一般环境违
法行为，可给予 500-5000元的奖励；举报危害较大
的环境违法行为，可给予 5000-20000元的奖励；举
报重大环境违法行为、提供重要证据或者对案件办
理有重要贡献，最高可给予50000元的奖励。

根据上海市环保局数据，今年1月-5月，上海市
环保系统查处各类环境违法案件1006件，其中约一
成线索来自群众举报。

上海：

举报环境违法行为
最高可奖 5 万元

新华社广州6月5日电（记者 田建川 孙少龙）
今年第 4号台风正逼近粤琼沿海，或在海南和广东
两次登陆。琼州海峡客滚航线已全线停航，广东省
防总于5日9时启动防风Ⅳ级应急响应。

5日 17时，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文昌市东
偏南方向约70公里的海面上。气象部门预计，台风
将于5日夜间登陆或擦过海南东部沿海，6日较大可
能以热带风暴级别在粤西沿海市县登陆。

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经短暂复航后，琼州海
峡的客滚船航线于 5日 10时 30分再次全线停航。
海事部门要求，湛江港所有船舶5日20时全部离开
码头进入防台锚地。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台风登陆后将在粤西附近停
留和摆动，广东将出现一次持续性强降水过程。6日
到8日，粤西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珠三
角市县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今年第4号台风或两次登陆

琼州海峡全线停航

（上接第1版）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法规规定
的职责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的，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在确保上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有关批准、备案、
复议等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方面，上级行政机关职
责已调整到位、下级行政机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的，
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承担该职责的上级行
政机关履行有关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

《决定》对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一是实施《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法规，或者
需要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应
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司法部起草草案后，依照法
定程序报送国务院；二是国务院部门要抓紧清理实
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涉及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同时就原行政机关
制定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执行问题作出了衔
接性规定。

新华社哈尔滨6月5日电（记者 王凯 李建平）
记者6月5日从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蒙古过境火前线指挥部了解到，3日下午过
境黑龙江的林火目前已扑灭火线12公里，目前形成
7个断续火点，火场地表火缓慢燃烧，向西北方向蔓
延，现场林火扑救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据了解，截至6月4日晚，黑龙江省已空投森警官
兵815人，组织专业扑火队员800人进入火场，利用夜
间气温降低、风力减弱的有利时机，采取稳步推进的方
式沿火线推进，经过一夜扑救，共扑灭火线12公里。6
月5日14时，经飞机侦查，火场形成7个火点。

指挥部根据火场发展态势，科学分析研判火情，
统筹安排部署兵力。根据火场周围没有道路、没有
机降条件的实际，在火线安全地带新开设机降场地
2个。火场已投入森警官兵和扑火专业队员共计
3000余人。投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 30架，执行化
学灭火、吊桶洒水、侦查巡视及运送兵力等任务。

黑龙江大兴安岭林火
已扑灭火线12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