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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 25日电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25 日投票同意俄总统
普京的提议，取消 3 月 1 日作出的
在乌克兰动用俄武装力量的授权。

俄联邦委员会当天以 153 票
同意、1 票反对通过了普京 24 日的
提议。议会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
会主席奥泽罗夫 25 日表示，乌克
兰局势尚未稳定，已经开始的会谈
进程使俄罗斯总统作出这一提议，
这是善意的表示，希望以此推动谈
判进程，“使那些意图利用这一授

权决定进行投机行为的谈判者站
不住脚”。

俄外交部副部长卡拉辛 25 日
表示，俄罗斯希望乌克兰方面注意
到俄总统释放的积极信号，相互尊
重，开始寻找促使乌克兰局势正常
化、制定新宪法、促进分权及尊重
俄语的方法。

今年年初，克里米亚因地位问
题导致局势持续紧张。俄联邦委
员会 3 月 1 日授权普京动用俄武装
力量，保护在乌境内的俄公民、同
胞以及俄武装力量官兵生命安全。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4 日
电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24
日发布去年 7 月 6 日韩国亚洲航空
公司 214 航班空难调查结果，认为
客机飞行员多次犯错是事故发生
的重要原因。

报告认为，飞行员在操作一项
保持飞行速度的关键控制装置时
出现困惑，从而导致飞机接近跑道
时的速度低于所需速度，而且飞机
也飞得过低。

报告还对失事客机自动油门
的复杂性提出质疑。报告称，飞机

上警告飞行员飞行速度有问题的
警示系统不完善，这也是导致事故
的一个原因。

针对韩亚空难原因，美国国家
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多次举行相关听
证会，并在去年底发布调查报告称，
缺乏交流的驾驶舱文化和受训飞行
员的信心缺失是空难的重要原因。

去年 7 月 6 日，韩国亚洲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 777 客机在旧金山
国际机场降落时失事滑出跑道，机
身起火，事故共造成 3 名中国学生
遇难，180 多人受伤。

俄议会取消在乌动武授权

美发布韩亚空难调查报告

客机飞行员多次犯错

美国国防部 6 月 24 日宣布，美国先前决
定向伊拉克派遣 300 名军事顾问，目前已有
130 人抵达伊首都巴格达。虽然名义上称

“军事顾问”，但美军此次派往伊拉克的士兵
大部分来自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属
于作战部队中的精英。

短期行动
国防部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柯比对

记者说，抵达巴格达的美军部队包括两个特
种兵小组，约 90 名顾问、情报分析人员、指
挥人员和支持人员，他们将在巴格达设立联
合指挥中心。今后几天，还有 4 个特种兵小
组会抵达巴格达。

柯比没有确切说明军事顾问在伊拉克

的行动期限，但表示“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有
限的、短期的行动”。

“绿色贝雷帽”特种兵这次作为先遣部
队入伊主要任务是评估伊拉克部队的指挥
和作战情况，从而确定如何派遣后续部队，
帮助伊拉克政府打击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
凡特伊斯兰国”。

美军军事顾问将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北
部分别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中心。此外，柯比
说，美军目前每天对伊拉克进行多至 35 次
的侦察行动，收集地面战场上的情报。

难除弊病
数十年来，评估和训练其他国家的军队

一直是“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核心任务

之一。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司令部指挥官达西·

罗杰斯准将说，“绿色贝雷帽”精通特种和反
恐作战，当前在 30 个国家执行训练任务，每
年要在 150 多个国家执行类似任务。

曾经在伊拉克服役的罗杰斯说，“绿色
贝雷帽”会帮助伊拉克提高军队指挥和作战
系统，但不会嵌入到伊拉克作战部队里，也
不会直接参加战斗。

罗杰斯说，在这次前往伊拉克的特种兵
中，一些人曾在伊拉克服役，可更方便地展
开工作。

然而专家认为，虽然这次赴伊行动对“绿
色贝雷帽”并不陌生，但他们要面对更为复杂
的挑战。在极端武装的攻势下，伊拉克军队

望风而逃，长期存在的教派分化、腐败、缺乏
训练和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弊病显露无遗。

退休的美军中将杜比克认为，美军顾问
善于在短期内提高伊拉克一些部队的战术表
现，但难以根治伊拉克军队长期存在的弊病。

杜比可说，其实，美军军事顾问只会让
“矛尖变得锋利”，而不会替换掉整根已经生
锈的矛。

目前，伊拉克反政府武装从三面包围首
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表示自己不会
主动辞职。

马利基25日呼吁按照宪法规定的路线图
推进伊拉克政治进程，驳斥了反对派人士提出
的现政府辞职并组建“救国政府”的提议。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美国夏威夷6月 24日电
当地时间 24 日 9 时，参加“环太平洋－
2014”演习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海口
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千
岛湖舰与和平方舟医院船，顺利抵达美
国夏威夷珍珠港基地。

在夏威夷附近举行的“环太”系列
演习是由美军主导的两年一次的国际
军事演习。“环太平洋－2014”是第 24
次演习，主题是“能力、适应、合作”，有
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等 23 个国家
的 40 余艘水面舰艇和潜艇、200 多架飞
机、2.5 万余人参加。中国海军派出 4 艘
水面舰艇、2 架直升机、1 个潜水分队、1
个特战分队、1 个医疗分队，共计 1100
余名官兵参演。

编队演习指挥员赵晓刚介绍，6 月
25 日至 7 月 8 日是“环太平洋－2014”演
习港岸活动实施阶段，参演国将组织招
待会、舰艇开放日以及后勤保障等一系
列演习课目协调会。其间，中国海军官
兵还将参加“环太杯”体育比赛的篮球、
足球、5 公里越野等项目。7 月 9 日至 7
月 30 日为海上实施阶段，内容包括轻武
器及火炮射击、海上横向物资传递、损管
救援、舰艇编队运动、反海盗和海上拦
截、转移受灾人员等课目。

巴格达问题重重 “贝雷帽”作用有限

美军之“矛”难破伊局之困

中国海军编队抵达珍珠港

6月 24日，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停靠美国夏威夷珍珠港。 新华社发

6月 24日，库尔森走出法庭。东方IC供图

世界新闻报窃听案宣判

前媒体主管被判有罪 卡梅伦道歉
陪审团 6 月 24 日宣布裁决结果，布鲁

克斯洗脱全部指控，将可自由行动。她听
到裁决结果时没有明显表情，但有记者看
出她嘴型像是在说“谢谢”。她的丈夫被洗
脱企图妨碍警方调查的指控。两人稍后离
开法庭，没有和记者说话。

陪审团裁定库尔森参与窃听谋划及为
窃听非法支付报酬。按照英国法律，窃听
罪最高可判 2 年监禁。

卡梅伦当天发布声明，就曾经雇佣库
尔森道歉。他在声明中说：“我对雇佣安

迪·库尔森负有全部责任。我根据他就窃
听事件的保证而雇佣他，但事后证明事情
不是那样。”

卡梅伦还说：“我对雇佣他非常后悔。
我非常清楚，这是错误决定。”

库尔森 2003 年从布鲁克斯手中接任
《世界新闻报》主编，2007 年因报社一名记
者涉嫌窃听后辞职，但随即被时任保守党
领袖的卡梅伦雇为媒体主管。窃听丑闻曝
光后，英国政府去年宣布将建立独立媒体
监管机构。

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 2011 年 7
月曝光，受害人超过 600 人，包括王室成
员、内阁大臣、体育文娱明星和普通刑事案
件受害人。

伦敦老贝利区的中央刑事法院去年 10
月开审本案，被告共 8人，除布鲁克斯、库尔
森外，还包括布鲁克斯的丈夫查理·布鲁克
斯，媒体将这起案件审判称为“世纪审判”。
布鲁克斯在窃听活动发生期间曾任《世界新
闻报》主编。丑闻案发后，拥有 168 年历史
的《世界新闻报》停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专电 日本外务大臣岸
田文雄 6 月 25 日说，日本和朝鲜定
于 7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政府间磋
商。日方将听取朝鲜设立重新调
查“绑架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
相关情况。

所谓“绑架问题”，指上世纪
70 年代末朝鲜特工绑架多名日本

人到朝鲜的遗留问题。5 月 29 日，
日本和朝鲜宣布就重启“绑架问
题”全面调查达成协议，朝方将全
面调查遭绑架日本人和其他在朝
日本人下落；日方将在朝方设立

“特别调查委员会”、启动全面调查
之时，部分解除对朝方实施的单边
制裁。

英国窃听丑闻案 6 月 24 日宣布裁决
结果，默多克的昔日爱将布鲁克斯摆脱全
部指控，而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前媒体主管
库尔森则被裁定有罪。

日朝下月北京磋商“绑架问题”

新华社专电 埃及首都开罗多
座地铁站 6 月 25 日早高峰时段发
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 5 人受伤，
大批乘客陷入恐慌。这是塞西赢
得总统选举以来，开罗发生的第一
起袭击事件。目前尚无人宣称制
造了这轮爆炸。

开罗一名警官告诉法新社记
者，当天早高峰人流拥挤时段，3

个地铁站在数分钟内连续发生 4
起爆炸。数小时后，第 5 个炸弹在
另一地铁站引爆。事发地铁站一
处位于市中心、一处位于北部，另
两处则位于郊区。

埃及内政部发言人哈尼·阿卜
杜勒·拉蒂夫说，地铁爆炸伤者中
包括 1 名可疑男子。这名男子包
中携带了一个爆炸装置。

开罗地铁早高峰连环爆炸

6月 25日，在埃及开罗，乘客在恢复运行的地铁站等车。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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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师 范 学 院 积 极 做 好 转 型 发 展 大 文 章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侯捷 彭榕

6月19日上午，周口电子商务协
会副会长级单位20多家企业负责人齐
聚周口师范学院共商校企合作大计，
并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在此之前，周
口师范学院已先后与当地淮阳、扶沟、
郸城、川汇区、西华等县（区）政府签订
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就开展校地、校
企合作达成一揽子合作意向。这一现
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一个地方本科
高校是如何得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青
睐，成为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引擎？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周
口师范学院，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2013年 12月，该校召开第二次
党代会，确定了坚持“质量立校、人才
强校、科研兴校、特色铸校、科学治
校”，以转型发展为主线，以内涵建设
为中心，以内部改革为动力，以服务
社会为目的，努力围绕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和中原经济区建设对应用型人
才的需求，加快学校建设发展步伐，
在巩固提升文学、理学、艺术等传统
优势学科专业基础上，做精师范专
业，发展工、农、商类学科专业，努力
把学校建设成为综合性、地方性、高
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目标和
定位。在这一办学理念指引下，该校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
式，主动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接，推
进产学研结合，努力提高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走出了一
条加快转型发展的办学之路。

做好顶层设计
统筹学校转型发展

高校转型，理念先行。2013年6

月，该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合格评估后，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审
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和河南经济
发展战略，把握重大发展机遇，确立了
转型发展的办学思路。为此，该校制
订了《周口师范学院转型发展实施方
案》，对学校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政
策措施、实施步骤等进行了系统的规
划。并以此为总揽，先后出台了《人才
培养转型工作实施意见》、《学科专业
集群发展实施方案》、《产学研合作教
育实施方案》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方案，确立了
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模、学科专业集群
结构和数量、产学研合作教育建设时
间表以及“双师型”队伍建设的措施。
随后，该校成立了转型发展工作领导
组，工科、商科建设领导小组等，具体
负责推进转型发展和应用型高校建设
有关工作。同时，各职能部门和教学
院（部）结合各自实际，围绕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学科专业和人才队伍建设、
管理服务机制等制订了转型发展方
案。在此基础上，学校修订了人才培
养方案，使其更加符合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需要。一是将专业教育、素质教
育与创新教育结合起来，突出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二
是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进行课程重组和
整合，形成了完备的实践教学课程体

系。三是强调实践教学，突出学生创
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
养。近年来，该校毕业生考研录取率、
英语四六级通过率、特岗教师考取人
数以及国内学科知识竞赛和职业技能
竞赛获奖人数连年保持较高水平。做
好顶层设计，统一师生思想，确保了该
校转型发展稳步推进。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增强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能力

在推进转型发展过程中，该校
瞄准地方人才需求，主动优化学科
专业结构。一是根据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按照“统一规划、集群建
设、突出应用、加强融合、重点突破、
形成特色”的原则，构建了以工学、经
济学、管理学为主的学科专业格局，
实现了专业集群化发展，集中学校
资源建设机械电子类、经贸与管理
类、食品医药化工类、生物与农业工
程类、现代服务等专业集群。

二是整合原有的学科专业和科
研机构，强化学科专业建设。设置
了文学院等14个教学院和植物遗传
与分子育种、稀土功能与材料、云计
算与物联网等重点实验室以及“智
慧周口”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
科研机构。同时，为加强学科专业

建设，该校 4个二级学科 9个研究方
向先后与郑州大学、常州大学、中国
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高校和科研
院所开展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15
名教师分别在校外担任兼职硕士生
导师，为该校未来独立开展硕士学
位研究生教育奠定了扎实基础。

三是高起点建设新专业。该校
大力建设新建学科专业发展所需的
基础设施，学校正规划建设工商教学
实验楼、创业园区、科技园区等基础
设施；高标准建设材料、土木工程、转
化医学等实验室。不断加大学科带
头人的引进和培养力度，聘请了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王红兵等4
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为新建专
业学术技术带头人。同时，学校计划
新增物联网工程、电子商务、物流管
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服装
与服饰设计、制药工程、土木工程等
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专业，所
需的师资、教学、实验实训等条件正
在高起点建设和准备。国内外招聘
高层次领军人才的同时，加大从企业
和行业引进和共享具有实践经验的
高层次人才，已有26位当地企业管理
者和工程师受聘该校“双师型”教师。
据悉，该校 5年内拟从行业企业聘任
150名高层次人才，与企业和行业共
建和共享高水平教学实验实训平台，

已经建成包括与宋河酒业共建的国
家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在内的教学、
实验实训平台 9个，5年内拟再建设
25-30个类似的教学、实验实训平台。

密切校地校企合作
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推进转型发展过程中，该校
牢固树立“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
发展”的科研理念，坚持把为地方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放在突出位
置。学校与周口市签订了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积极开展校地合作、校企
合作。一是围绕地方主导产业，与
重点企业或产业基地共同建设先进
产业技术转移中心和技术研发公
司，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据悉，

“白酒微生物发酵”校企联合实验
室，对宋河粮液系列产品发酵工艺
进行了改良；与周口市共建的作物
遗传改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
油菜新品种“周油 589”通过了省级
鉴定；“为扶沟而设计”、“为淮阳而
作”、“为西华而设计”和“为商水而
设计”等城镇建设规划作品已被当
地政府采纳。依托周口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该校近期获批河南省工程
实验室、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等
多项创新平台，拟在 3 年-5 年内新

建类似创新平台10个。二是与周口
市农科院开展深层次合作，建立现
代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共建农学学
科。三是联合周口市中心医院筹建
医药学院和神经生物与转化医学研
究所，聘请密歇根大学布莱姆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优瑞生物医
药公司总裁任建华为神经生物与转
化医学研究所所长。四是与周口市
联合建设“智慧周口”区域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聘请了国家二级教授、
北京市物联网产业规划首席科学
家、北京科技大学王志良教授为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依托学校云计算
与物联网重点实验室共建智慧农
业、智慧城市、智慧工业、智慧服务
等项目，开展创新性产学研合作。
五是与周口市共建大学科技园，开
展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与产业化，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培育
高层次技术、经营和管理人才。六
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与河南财鑫集
团、金丝猴集团、宋河酒业、恒昌计
量、瑞特电器、邦杰控股、银丰塑料
等企业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推
动了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同时，学校成立了“周口战略发
展研究院”、“智慧周口建设规划研究
中心”、“周口市中小企业研究院”、

“周口市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周口市现代物流研究中心”等研究
机构，为周口的发展献计献策，真正
实现了学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
频互动，共同发展。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学校转型发展提供切实保障

为适应学校转型发展需要，该校
召开了人才工作会议，修订了《周口师
范学院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
施意见》，制定了《周口师范学院领军
人才聚集工程实施办法》，着力实施

“1135人才工程”和双师型教师“双百
工程”，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打造一
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业务精湛、信
念坚定、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
教师队伍。学校通过建立科学的选
拔和培养机制，抓好学术带头人、专业
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教学团队、
科技创新团队的建设；做好校级、省级
教学团队建设，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教
学队伍，构建了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建
设保障体系，持续做好了教师职称评
审推评工作，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不
断改善教师队伍职称、学历结构。按
照“立足国内、在职为主、形式多样、注
重实效”的培训工作思路，大力推进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支持教师通
过参加岗位技能培训、职业资格培训，
考取行业特许资格证书，到企业参与
科技项目研发和培训等，提高教师的
应用实践能力；注重以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为导向，依托产学研合作项
目，加强校地、校企合作，加大“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力度，为培养高水平
的应用型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