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6月6日进行的ITF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长沙站女双四分
之一决赛中，湖南本土选手张莹搭档名将韩馨蕴出战，以2比0
轻取孙旭柳/赵倩倩组合，成功晋级女双四强。图为张莹在比
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李泰卢 摄影报道

ITF国际女网赛长沙站

湘妹子张莹晋级女双四强

中央追逃办再发公告
曝光50名外逃人员线索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 朱基钗）中央反腐败协调
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6日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
线索的公告》，曝光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
有关线索。这是中央追逃办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也是自成立以
来第二次以公告的形式集中发布针对外逃人员的有关线索。

公告说，2017年4月，中央追逃办发布了《关于部分外逃
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向社会通报了22名未归案“百名红通”
人员藏匿线索，对外逃人员形成强大震慑，国内群众、海外华
人华侨积极提供外逃人员线索，协助查找人员下落、配合开展
劝返。截至目前，上述公告中已有任标、徐雪伟、刘常凯、黄红、
贺俭、李文革6名“百名红通”人员回国投案自首。此次继续发
布公告目的是紧紧依靠群众，积极发动群众，进一步织密追逃
追赃的天罗地网，让外逃人员无处遁形。

公告曝光了50名外逃人员出逃前的身份职务、涉嫌罪名、外
逃时间、外逃所持证照号码、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大多
数还特别用英文标明了他们目前可能居住的具体地址， 包括所
在的街道、社区等。记者梳理发现，50名外逃人员中，可能逃往美
国的最多，共计23人，可能逃往加拿大、新西兰的次之，涉嫌犯罪
类型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占较大比例，其中有21人外逃时
间已经超过10年。 公告公布了举报网址：http://www.12388.
gov.cn/ztzz/，并表示将依法保护举报人权益。

� � � � 王孝锡，
字遂五 ，1903
年出生于甘肃
省宁县太昌镇
一 个 农 民 家
庭 ，1924年考
入国立西北大
学。 学生时代
的王孝锡阅读
了《新青年》
《向导》等大量
革命刊物，并
结识了刘含初、魏野畴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王孝
锡积极投入反对陕西督军吴新田黑暗统
治和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此后，王孝锡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西北的
地方党组织遭受重创，革命活动处于低潮
期。王孝锡仍意志坚定，按照党组织的要
求，回到家乡宁县开展工作，重新组建青
年社，宣传进步思想，组织革命活动。

党的八七会议后，王孝锡按照党组织
的要求，以行医为掩护，深入陕甘交界十
多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开始探索农村武
装斗争的路子。1928年5月，王孝锡领导宁
县支部同志在陕西彬县开展工人运动，并
策划发动陕西旬邑起义， 成立革命武装。
旬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也更加坚定了王孝锡的革命信心。

党组织在宁县一带的革命活动，引
起反动当局的极大不安， 反动当局开始
血腥镇压革命活动。1928年11月26日，
王孝锡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反动当局
一次次酷刑审讯， 王孝锡以钢铁般的意
志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严守党的机密，
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同年12月30日，王
孝锡被敌人押往刑场，牺牲时年仅25岁。

（据新华社兰州6月6日电）

浴血播火王孝锡

王孝锡像 新华社发

� � �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不能不回
望高考。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曙光普照中国大地；

高考人才选拔机制， 为改革开放
注入生机勃勃的人才资源， 成为推动
中国经济社会巨变的关键动力之一；

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逐步推开，
牵引教育综合改革“发动机” 持续运
转， 写就一份份浸润着改革精神的时
代考卷。

知识改变命运
重启高考大门 拉开改革序幕

1977年8月初，还在安徽基层蹲点
的程秉谦，忽然接到通知，要立即赶赴
北京参加会议。

如今已87岁的程秉谦当时没有想
到，正是这个会议，开启了一个姹紫嫣
红的春天。

在这场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
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与会者纷纷主
张立即恢复高考， 得到邓小平明确支
持。随后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
终确定恢复高考。

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
打开，“知识改变命运”的号角，从此响
彻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与改革的时代
潮流交相呼应。

恢复高考， 不仅恢复了知识的尊
严，重新肯定知识的价值，也是撬动思
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杠杆”。

“高考确确实实撬动了整个社会
的变革，这种变革影响极为深远，不仅
仅是对考试制度的恢复， 更重要的是
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把手， 用一个杠杆
撬动整个社会变局。”中国教育学会常
务副会长戴家干说。

人人皆可成才
为改革开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不论家境不论出身， 人人皆可成
才，正是高考的公平所在。改革开放40
年，通过高考这扇大门，亿万莘莘学子
迈入高等教育殿堂， 毕业后为国家奉

献智慧和力量。
在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理科楼里，

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
平文仍清晰记得，年少的他为减轻家中
负担，走街串户卖冰棍的情景。因为家
境贫困， 一家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张
平文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4年， 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
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 从此开始探
索数学的奥秘。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高考，很
多像我这样农村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
出来，更不可能做学问。”他笑着说，那
一年数学最难，他“占了便宜”，全省平
均分仅40多分，他考了108分。

多年后， 作为数学科学学院学术
带头人，张平文在复杂流体、移动网格
方法及应用、 多尺度算法与分析等多
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他所带领的
科学与工程计算系经过近20年发展也
已枝繁叶茂、人才济济。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
峰认为， 高考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
一项教育考试， 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
人才进入大学深造， 却会对经济社会
发展起到深刻影响。

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2016年中
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
人， 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5，规
模位居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从30%增长到42.7%，中国正在快速迈
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高考制度对中国的经济、文化、
科学、思想、法律等各领域的改革发展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教

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说。

与改革同行
向着更公平、更有效率的

方向不断推进

2018年6月5日，17岁的上海考生
顾昕伟和同学们一起来到校门前合
影，定格他们的青春记忆。再过两天，
他们就要迈入高考考场。

作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首批试点
省份之一，上海的学生除了参加语文、
数学、外语3门传统高考科目外，还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特长选择不同的
科目组合，进行“选课走班”；外语考试
一年两考，择高分计入成绩；贯穿高中
学习生涯的“综合素质评价”也在高校
招生中参考使用。

事实上，作为我国的核心教育制度
之一， 高考制度不仅为改革开放选拔出
优秀人才， 其本身也在国家发展中不断
进步，在人民期待中不断前行，在40多年
的不断探索中实践着改革精神。

从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 学生
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到改
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再到为
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
理便利……高考制度在恢复之后一直处
于变革与调整过程中， 始终针对不同时
期的不同问题作出完善。

“改革高考制度，也倒逼了基础教
育与高等教育的改革， 让教育系统培
养的人才更加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需要。”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客座研究员夏学民说。

“与改革同向同行，高考才能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红利。”
夏学民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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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男篮10日衡阳对决
高考学子凭准考证购票8折优惠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王亮）为高考学子和中国男篮
一起加油。记者今天从省篮协了解到，2018年“崇盛杯”中澳国际
男篮对抗赛将于6月10日在衡阳举行，凭借2018年高考准考证购
票的球迷，可享受8折优惠（每张准考证限购一张8折球票）。

6月10日在衡阳参加中澳男篮对抗赛的是中国男篮红队，
由丁彦雨航、赵继伟、翟小川、孙铭徽等球员组成，部分球员曾
参加2015年长沙男篮亚锦赛。去年11月26日进行的2019年男
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 中国男篮红队以92比81击败韩国
队，令人眼前一亮。

本次中澳男篮对抗赛是中国男篮红队备战2019年男篮
世界杯亚预赛第三阶段比赛的热身赛之一。据介绍，中国男篮
红队先在6月8日进行一场，6月10日来到衡阳进行第二场，第
三场将在6月12日进行。2019年男篮世界杯亚预赛第三阶段
比赛在6月28日至7月1日进行，中国男篮将分别在深圳和新西
兰对阵韩国、新西兰队。

开启人才成长之门
———与时代同行的高考改革

� � �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6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 部署在市场监管领域推进管理方式
改革和创新，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决定全面清理各类证明事项，更多
消除群众和企业办事烦恼； 确定进一步
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措施， 以诚
信立身兴业。

会议指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
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
检查人员， 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
社会公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一要推动市场监管
日常检查“双随机”方式全覆盖，检查结

果全部公开。 对有投诉举报等情况需要
专项或重点检查的，也要严格规范程序。
二要加强顶层设计，统一“双随机、一公
开” 制度和流程， 整合各类市场监管平
台。 三要推进跨部门综合执法、 联合监
管，减少多头多层重复执法。四要提升基
层执法能力，完善考核和问责免责办法。
会议要求， 各有关部门都要推出有利于
促进市场公平和效率的监管创新举措。

会议决定，顺应企业和群众呼声，全
面清理各类证明事项。 一是对国务院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设定的证明事
项，可直接取消的要立即停止执行，并抓
紧修改或废止规章、文件。年底前先行取
消申请施工许可证时需提交的资金到位

证明等一批证明事项。 二是对法律法规
有规定，但可通过法定证照、书面告知承
诺、 政府部门间核查等涵盖或替代的证
明事项，要提请修法，依托信息共享和信
用体系予以取消。 三是对各地自行设定
的证明事项，除地方性法规规定外，最晚
应于年底前取消。 四是各地区各部门要
及时公布取消和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
对确需保留的要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办
理指南等。清单之外，政府部门、公用事
业单位和服务机构不得索要证明。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近几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本实现全覆

盖，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初步显威。要坚持应用导向、立法先行，
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围
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
心的监管机制，推广告知承诺制。二是
建立黑名单制度，强化信用约束，对侵
权假冒、坑蒙拐骗、虚假广告等违法违
规行为要公开曝光、坚决整治，让失信
者受到惩戒和震慑。三是坚决守住信息
安全底线， 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四是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领域信用体系
建设，增进群众福祉。五是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信用建设， 发展第三方征信服
务。强化政府部门诚信建设，依法依规
处理“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美朝领导人会晤地点公布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5日电 美国白宫5日宣布，美朝领导

人会晤的地点定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当天中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宣布

了这一消息。桑德斯4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美国总统特朗
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定于新加坡当地时间6月
12日上午9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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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敦促美方
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 闫子敏）针对美国军方证
实日前派B-52轰炸机飞越南沙群岛附近海域一事，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6日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因为横行
是有风险的，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我想再给美方几个忠告：第一，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
事化’问题，不要再睁眼说瞎话。第二，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
事，因为横行是有风险的，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第三，中方
不会被任何所谓军舰军机吓倒， 只会更加坚定地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华春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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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全面清理各类证明事项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