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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93 5 8 0
排列 5 17093 5 8 0 0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40 04 06 10 23 29 09+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3
下期奖池：3682847590.96（元）

7343490 36717450

132182824406094

� �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说，高校自主招生要
选拔的是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这个制度
设计的初衷是想招那些在某个单科或领域有特长，但学
习成绩可能不是特别拔尖的学生。

据记者了解，前几年高校自主招生主要以竞赛为抓
手来选拔“优才”，瞄准的是竞赛生。这几年，开始结合学
校的特色在选才上有所拓展。今年，清华大学要求报考
人文科学类的考生， 要熟悉甚至能背诵国学经典典籍，
其人文科学试验班需要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不过，也有
一些中学校长说，高校自招对“偏才怪才”的选拔还不
够。广东实验中学前校长郑炽钦说，从学校历年的高考
情况看， 不少参加了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本身就是学
霸、尖子生，最后都用不上“加分优惠”，真正享受到这个
政策的考生只是个别。这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制度设计
的宝贵资源。

南方科技大学连续5年采用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
录取”模式招收本科生。该校招生办主任赵红军说，报考
南科大的学生，其高考成绩只占60%，学校自主招生笔
试面试占30%，另10%除考查学生平时成绩，今年首次纳
入了创新实践、学科特长、艺体素养、社会责任、思想品
德等方面的内容。

像南科大这类进行自主招生探索的高校，在全国越
来越多。据这些高校的调查显示，经自主招生录取的学
生，在学业、科研、创新、组织管理等方面潜力普遍比较
突出。

专家认为， 自主招生是高校改革发展的方向。 各
高校应改变原有体制下长期依赖统一命题、 划分数线
的录取模式。 应在突出高校办学特色基础上， 制定更
加多元、 科学的招生办法， 培养有眼光、 会筛选的学
生优秀“考官”， 选拔出真正独具优势的人才。

（据新华社广州4月10日电）

� � � �结合学校特色，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
创新潜质”的“偏才怪才”

选“优才”非“掐尖”

精挑细选
新华社发

� � � � 从目前公布的各高校2017年自主招生方案
看，公平规范是各高校严防死守的底线。在2016年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自主招生信息公开和
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基础上，各试点高校制定的
考核程序更加严格，坚决杜绝作弊造假。

在初审阶段，不少高校可能会“刷”掉一半申请
者。东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李海雄说，去年学校收
到4000份申请，经初审1796名学生获得考试资格。
为确保初审的公平公正，整个过程在学校纪委全程
监督下进行， 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评审流程和标准，
采用计算机网上评审系统， 由80余位专家教授、招
生组组长等构成的专家组经过至少两轮封闭式审
核， 对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和潜质做出准确评估，最
终初审出考生名单。

面试环节则更加严格。复旦大学招办主任丁光宏
说，目前，每场面试安排了300多个教授参加，5个教授
面试一个学生。教授和学生入场后，手机就被工作人
员保管或者留在场外，完全与外界隔绝信息。而且，哪
个学生由哪些教授面试是现场随机抽签决定，教授的
分组也是在招考期间每天发生变化。

据浙江招考部门介绍，浙江部分高校的自主招生不
仅做到考生、考官、考场随机抽签决定，考试过程全程录
像、全程监控，还有的高校实行了考试现场直播。

记者登录试点高校官方网站发现，有关自主招
生公开公示的信息包括：招生简章、初审入围名单、
最终获得资格名单等， 历年通过自招的考生姓名、
性别、所在中学、生源地、面试成绩和报考学科大类
都可在网上查询到。

� � � �全程监督、现场直播， 面试环节
更加严格， 所有信息网上公示

杜绝作弊造假

� � � �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申请考生适当
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不为造假留下空间严防“拼爹拼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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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机会，教育部
规定，自主招生试点高校要组织相关学科专家认
真审核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在保证生源质量基
础上，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申请考生适当
倾斜。

南方某所知名高校校长说，这些年来教育部
推动实施的专项计划，国家及地方重点大学向农
村及贫困学生定向招生的政策，让农村及贫困学
生入读重点大学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不过，记者查看部分高校近年来获得自招资
格的学生名单，发现多数学生来自一、二线城市
的重点中学，来自县级中学的学生凤毛麟角。

一位曾参与自主招生面试的高校教授说，在
自主招生面试中表现突出的学生，绝大多数拥有
良好的家庭背景。他们中不少人小小年纪就游历
过许多国家，眼界开阔，英文水平相当高。至少掌
握一两门才艺，家里甚至从小就请名师一对一辅
导。

广东河源龙川的一名县城中学老师说，要通

过高校自主招生考试，需要孩子从小进行素质培
养。城里的孩子有条件、有财力上各种培训班，贫
困乡镇的孩子根本没有培训班可以上，去个图书
馆都要跑到县城，只能靠拼命做题去提高分数。

还有一些学生家长质疑，自主招生设置的报
考门槛不仅有“拼爹拼娘”之嫌，还为造假留下空
间。一位曾主管高校招生的副校长透露，有的考
生凭发表论文获得自主招生考试资格，到了面试
现场却讲不清论文阐述的内容；有的学生凭信息
化技术竞赛获奖取得资格，现场却不会操作计算
机。这些特长其实是家长代劳的。

对此，东北大学今年取消了“发明专利”的报
名条件，并首次要求发表了学术论文的考生提交
10分钟成果陈述视频。一些高校也在面试环节强
化了提问审查。

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
张敏强说，目前，一些高校自主招生政策仍大同
小异，缺乏特色，使自主招生某种程度上变成一
种“另类高考”。

� � � �日前，全国试点本科自主招
生的高校已全部公布2017年招
生方案， 报名工作基本结束。今
年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仍然是
90所，其中77所面向全国招生，
13所面向本省（区市）招生，招
生人数不超过试点高校招生总
数的5%，约16000人，与2016
年基本相当。

虽然高校自招涉及的学生
数量与全国高考考生总体数量
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因其
导向代表未来高校的招生趋势，
每年都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