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办印发《兴边富民行动
“十三五”规划》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兴边富
民行动“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三五”时期深
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支持边境地区加快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规划》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深化，脱贫攻坚
全面展开，国家对边境地区全方位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我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面
临难得的机遇。

《规划》提出，要坚持“边民为本，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分
类指导；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改革创新，活边富民；军民融合，
共建共享；促进团结，固边睦邻”的原则，到2020年，边境地区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服务发展和保
障边防能力全面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边民安居守
边条件全面改善；特色优势产业较快发展，支撑群众居边致富
作用全面增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沿边开发开放水平
显著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
实现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基础进一步夯实，边境地区安定和谐
局面更加巩固。

中共中央决定追授廖俊波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2017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福建省南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廖俊
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
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
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
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广大党
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
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
意为人民造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先进、
弘扬正气，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凝心聚
力、开拓奋进，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中当先锋、作表率，党中央
决定，追授廖俊波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向廖俊波同
志学习。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纳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
广泛开展学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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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州长布朗。

习近平指出，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
系经历风雨、砥砺前行，给两国人民带来
了巨大利益， 也有力促进了亚太地区和
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国将坚持和
平发展、 开放发展， 坚持走绿色发展道

路。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开展交流和合作
的领域更加广泛。双方要加强沟通、拓展
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 地方交流合作是中美
关系的重要支柱， 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两国地方交流合
作蓬勃发展，成果丰硕。中美两国省州要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创造更多合作亮点，

把地方交流和合作打造成中美关系发展
新的增长点，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加州在
美国具有重要经济社会影响， 希望加州
能为推动中美地方交流， 促进两国在科
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作出更多
贡献。 我们欢迎加州积极参加“一带一
路”建设。

布朗表示， 加州珍惜同中国的传统

友谊， 加州政府长期致力于同中国地方
政府积极对话与合作。我十分赞赏习近平
主席今年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
的重要演讲， 加州高度赞赏并愿积极参
加共建“一带一路”，期待加强同中国地
方在经贸投资、清洁技术、低碳环保等领
域合作，推进人文交流，为美中关系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中哈合作出版《美丽中国 美丽哈萨克斯坦》画册

习近平和纳扎尔巴耶夫致辞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2017年是中哈两国建交25周

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日前分
别为《美丽中国 美丽哈萨克斯坦———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
明之路”对接的伟大实践》画册致辞。

习近平在致辞中说，2017年是中哈两国建交25周年，哈
萨克斯坦首次举办“中国旅游年”。中哈合作出版《美丽中国
美丽哈萨克斯坦》画册，向世界展示两国引人入胜的自然人文
景观，体现中哈两国人民友谊，具有重要意义。

纳扎尔巴耶夫在致辞中说，2017年的哈萨克斯坦“中国
旅游年”，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深两国之间
的传统友谊。为重振丝绸之路而特别制作的这本画册，将是展
示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各自成就的绚烂画卷。

� � � � 2017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至
8日进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
设置不同，9日仍安排有考试科目。 今年
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0万人。

今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
综合改革试点， 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
毕业生将参加高考。 两地的改革一定程
度上成为全国高考改革风向标。“新高
考”被认为是力度最大的一轮高考改革，
有哪些突破？哪些经验可以推广和复制？

一考定终身是否被打破
2014年发布的意见指出， 当前招考

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
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
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
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
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
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
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
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目
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 也大多
采用这一模式。

拥有多次考试机会让考生轻装上
阵。浙江考生小新说，他3门选考课程分
别为物理、化学和地理。高二时已经都考
了一遍，成绩还不错。高三时又考了一次
物理和地理，心态比第一次放松很多。

学生选择性是否增加
上海、浙江两地“3＋3”新高考方案

取消文理分科， 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
政”、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
据兴趣和特长， 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
任选3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浙
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由60%下降到
17%， 选择传统文科的由40%下降到
10%，更多学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

记者采访发现， 越是学科倾向明显
或越早进行职业规划的学生， 就能越好
地运用选择权。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教师杨春林说，
新的录取方式，倒逼考生和家长提早关注
这些问题。为此，学校已开设职业生涯规划
课程，对学生进行指导。

要真正满足学生的选择权， 还必须
在教学上进行相应改革。从上海、浙江的
情况来看， 虽然有些学校在教学管理上
存在一定困难，但选课制、走班教学、分
层教学、分组学习已成为新常态。

上海市格致中学今年有8个班级300
多名同学参加高考，教研室主任何刚告诉
记者，高一一结束，除了语数外在原来的行
政班级上课外，学生们就进入了走班制适
应期。学校根据不同科目组合设立了10余
个走班班级，并根据学生需求定时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学校难免出现
了某类教师短缺、某类教师过剩的问题。
经过不断摸索，沪浙探索出教师“跨级”

“跨校”走班，以及大走班、中走班和小走
班的分层教学模式。

录取模式有何变化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北

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说，“新高考”
改革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 是尊重学生
选择权和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改
革的最终方向， 是实现高校和考生之间
的双向选择。

浙江的“新高考”方案，采用“专业＋
学校”的录取模式，普通类高考考生可填
报80个专业平行志愿。 今年上海本科批

次的志愿填报及投档的基本单位由“院
校”改变为“院校专业组”。高校根据各专
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形成若干个“院校专
业组”，一个“院校专业组”包括数量不等
的专业。因此，本科普通批次志愿填报数
量，由往年的最多可以填报10个“院校”
志愿，改为最多可以填报24个“院校专业
组”志愿。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招办主任丁光宏
说，如果一个学生全面发展、对多个专业有
兴趣，就会期待高校能提供整体教育资源，
那么，他可以按照“甲校＋A专业”“甲校＋
B专业” 的方式填报， 增加考入该校的几
率；如果一个学生已经想好了专业和职业
发展方向，更倾向于专业主导志愿，他就可
以按照“甲校＋A专业”“乙校＋A专业”的
方式填报，增加考入某专业的几率。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说， 在新方
案中，志愿填报时专业优先，同一专业生
源的竞争将成为高校面临的挑战。 现在
各高校专业的雷同度很高，比如，几乎所
有高校都在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水平参差不齐。今后，一些学校的专业如
果没有突出优势，将逐步被淘汰，这对高

校的学科均衡发展是有利的。

招生取向发生哪些变化
在很多高校教师看来，“新高考”最

大的亮点之一， 就是高校招生将参考学
生在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

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办主任周鸿
说，对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而言，除了学
习能力和知识水平外，志向、抱负、兴趣、
素养等个性化因素更为重要。 纵观世界
一流大学的招生， 基本上都坚持一个理
念：既要求学生有优异的学业成绩，又要
求学生在社团活动、科技创新、体育竞赛
等综合素质方面有出色表现。

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尚可说， 这种招
生取向已经撬动了中学育人模式的重
构。高考改革释放出的多元化招生信号，
已经倒逼中学关注学生的基本素养，如
社团表现、学术创新和体育竞技等。

也有一些高校招生老师认为， 引入
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向是对的， 但如果不
搞量化考试，应如何评价学生，目前中学
和高校还在摸索阶段。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习近平会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2017年“新”高考

一考定终身是否被打破

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65 6 6 0 9 8 8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3 4211553.5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50 5 2 9
排列 5 17150 5 2 9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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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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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1/4决赛

恒大上港
狭路相逢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蔡矜宜）
2017赛季亚冠1/4决赛抽签今天揭晓，中
国德比将继续上演———广州恒大将先客
后主与上海上港队争夺一个四强名额。

本次抽签继续实行东、 西亚分区且
没有同协会回避原则，东亚区的4支球队
将各自上演“德比”战，日本的浦和红钻
将与川崎前锋捉对厮杀。

本赛季中超联赛， 恒大主场3比2逆
转上港队，7月22日将转战上港主场。根
据亚冠赛程， 双方首场8强对决将于8月
22日同样在上港主场打响， 次回合较量
于9月13日在恒大主场进行。

抽签结果揭晓后， 广州恒大俱乐部
董事长刘永灼表示， 杯赛出现任何的抽
签结果都正常， 但是这种结果对中国球
迷来说比较遗憾， 因为很多球迷更希望
两支中国球队在东亚区决赛会师。

新老交替衔接不畅
七局鏖战，决胜局打到10平！一场可

写入教科书的男单经典战役过后， 国乒
带着4枚金牌结束了2017年世乒赛之旅。

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认为，
本次世乒赛是东京奥运周期的前哨战，
国乒目前依然是老将担纲， 新老衔接还
未明显破局，年轻选手需要更多磨砺。

6月3日的女单半决赛， 独守上半区
的丁宁以4比1击败刚刚夺得亚锦赛冠军
的平野美宇，给日本新星“上了一课”。男
单八强日本队有丹羽孝希、 张本智和两
人晋级， 结果前者在实力强大的樊振东
面前“无计可施”，小将张本智和也倒在
许昕的拍下。

可以说，以国乒目前的整体实力，虽
无近忧，却有远虑。

中国队虽然包揽了本届世乒赛男、
女单打冠军， 但是从新奥运周期来看，
队员在年龄上没有优势。 到2020年东
京奥运会， 中国队的主力球员都在30
岁上下，能否长期保持优势，防治伤病
是个重要课题。据了解，国乒目前新秀
储备不少，像王曼昱、陈幸同、王楚钦以
及更年轻的乒乓新秀，应该尽快得到更
多的比赛锻炼机会。

日本崛起不容小觑
本届世乒赛，日本强势崛起，全面开

花。 一批新生代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
态发起一次次冲击， 在混双决赛中斩获
阔别48年之久的世乒赛金牌， 收获男双
银牌、 女单和女双铜牌……中日对决恐

是未来新周期世界乒坛最重要的主题，
东京奥运会，中日对决将迎来终极之战！

更为可怕的是， 现在这支日本队年
轻到可怕———女队方面， 以平野美宇为
首的十六七岁少女国手多达5位，年龄最
大的石川佳纯也不过24岁， 到2020年东
京奥运会时正值当打之年； 男队则拥有
被视为本届世乒赛最大发现的13岁华裔
选手张本智和， 目前日本乒协重点培养
他，希望他将来挑起日本男乒的大梁。

诚然，日本乒乓球在本届世乒赛所
展示出的“复兴之态”，一定程度上也是
借了国际乒联乒乓球材质改革的力，而
中国队的两个混双名额又都奉献给了
跨协会配对。 但正如刘国梁此前的回
应，器材改革从来是把双刃剑，实力超
群的中国队有自如应对的信心，也有与
世界乒坛共同面对的肚量。

� � � �2017年世乒赛5日晚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闭幕，中国队斩获男、女单打和双打4枚金牌———

4金难掩隐忧 国乒面临冲击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