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11月 5日 星期三 中国新闻HENAN DAILY6 责任编辑 归 欣 孔学姣

●● ●● ●●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每年“双 11”大战，都意味着快递
行业年度旺季的到来；而今年的旺
季，更有望见证中国快递业的历史
性时刻：业务量成为全球第一。

11 月 4 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
了解到，据预计，今年“双 11”期间
全国快件业务量将超过 5 亿件。
随着“双 11”“双 12”、圣诞节、元旦
等传统网购高峰的到来，预计今年
全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将超过 120
亿件，甚至逼近 140 亿件。

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美国

快递业务量约为 100 亿件，近年来
年 平 均 增 幅 为 7％ － 8％ ，预 计
2014 年 快 递 业 务 量 约 为 110 亿
件。不出意外，今年中国快递规模
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

记者了解到，各大快递公司已
为今年的“双11”做好准备。申通快
递公司增加了长三角等发货量较大
地区到北京的直跑车辆，确保发件
量高的地区的货物能及时分流。韵
达快递在原来网络的基础上，储备
了1000多辆运输车辆和1万余名派
送人员，以满足快件的转运和派送。

中国快递业借力“双 11”

业务量有望跃居世界第一
“官商勾结”普遍存在

官商勾结在这轮被巡视的地
方和单位普遍存在。一些官员在
与商人交往过程中勾肩搭背、不分
彼此，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
败问题埋下了隐患。

巡视发现，前些年四川一些领
导干部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
的职务晋升和经济利益，形成官官
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
易，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
的利益链；江苏一些领导干部与老
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
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腐败干部普
遍存在权色交易问题；河北个别领
导干部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
黑龙江一些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
钱权色交易问题较为突出；体育总
局干部兼职普遍，利益关系复杂。
此外，中国科学院也被要求规范在
职干部兼职行为。

巡视中，干部群众对广西领导
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建设、土地
出让及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反映
集中，对一些地厅级主要负责人反
映比较突出；上海少数领导干部配
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
业，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巡视还发现，黑龙江有的领导
干部亲属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
商办企业谋利；在一汽，也存在着

领导干部亲友围绕一汽经商办企
业问题。

“‘一把手’涉案”屡见不鲜
由于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权

力运行机制不透明，对“一把手”的
监督机制还存在缺陷，近年来“一
把手”频频出现腐败问题，其中也
不乏所谓的“能人”。

今 年 中 央 首 轮 巡 视 就 发 现 ，
“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数量
多、危害大，而且呈现上升趋势。
这些“书记”“市长”“董事长”“总经
理”，或利用手中大权设租寻租谋
取私利，或借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国
有资产，或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受贿
卖官，与一般的腐败案件相比，往
往性质更恶劣、危害更大。

这轮巡视也发现，黑龙江对省
直机关和地方“一把手”监督不够
有力，有的地方和单位党政“一把
手”连续发案，农垦、森工、煤炭系
统及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领域违
纪违法案件频发；江苏“能人腐败”
问题突出。

“小官巨腐”问题突出
今年中央首轮巡视曾发现，一

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
“小官巨腐”问题严重。由于基层
干部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其腐败
行为往往危害更大，影响更坏。

“苍蝇式腐败”在这一轮巡视
发现的问题当中仍然比较突出，并
且相当普遍，涉及半数以上被巡视
地区。

巡视发现，广西基层干部“苍
蝇式”腐败问题日益凸显；江苏基
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
上海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小官贪
腐”；河北“小官巨腐”问题严重，监
督责任落实不到位，执纪失之于
宽、失之于软；浙江一些地方农村
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突出；西藏
一些基层干部腐败问题较为突出。

“山头主义”滋生“窝案”
当前，有的领导干部信奉拉帮

结派，搞“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
系、找门路，看能抱上谁的大腿。上
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
谀奉承，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把

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了旧社会那
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
不仅涣散了组织，而且滋生了腐
败，往往造成“窝案”“串案”“塌方
式系统性腐败”。

本轮巡视就发现，广西一些领
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河
北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
治生活不严格，个别领导干部搞团
团伙伙；黑龙江也存在重人情、拉
关系、不讲原则的风气。

为此，中央巡视组专门向有关
地方提出了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
制 政 治 上 的 自 由 主 义 、“ 山 头 主
义”，有针对性地整顿软弱涣散党
组织的建议。

“拉票贿选”影响恶劣
去年在湖南衡阳发生了一起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发生
的最严重的”破坏选举案，造成了
极其恶劣的影响。然而，这一轮中
央巡视发现，一些地方仍然没有从
中吸取教训，仍然存在着“拉票贿
选”“买官卖官”等问题。

巡 视 发 现 ，四 川 个 别 地 方 拉
票贿选成风，一些领导干部一度
热 衷 拉 关 系 、架“ 天 线 ”、搞“ 勾
兑”，跑官要官；江苏一些干部买
官卖官、跑官要官、弄虚作假；河
北跑官要官之风仍然存在；黑龙
江一些地方买官卖官问题较为突
出。

为此，中央巡视组向上述地区
建议，要认真整改选人用人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严厉整治用人上的不
正之风，严肃查处拉票贿选、买官
卖官等违纪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中央巡视组公布第二轮“巡视清单”

五大突出腐败问题值得警惕

东方东方ICIC供图供图

截至11月4日，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

视反馈情况已全部向社会公布，涉及广西、上海、

青海、西藏、浙江、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

等 10个省区市和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院、一

汽集团3个单位。

这份“巡视清单”揭示出的腐败问题、作风问

题林林总总，其中，既有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也有一些新的苗头；既有一些共性问题，也有存在

于个别地方和单位的突出问题；既有中央反复强

调明令禁止的问题，也有首次明确提出来的问题。

这是位于北京雁栖湖东侧的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11 月 3 日
摄）。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于 5 日拉开帷幕，北
京进入 APEC时间。 新华社发

北京进入APEC时间

一 心 育 桃 李 三 载 援 疆 情
——来自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赴哈密援疆优秀教师的报道

“教书育人，不辞边疆中原万
里遥；结对共建，情连天山太行咫
尺间。”这是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校长刘黎和书记杨宝刚一行于
2014 年 10 月赴新疆慰问援疆教师
时赠给红星中学的一副对联，道出
了教育援疆的深情厚谊。

说起河南师大附中的援疆，源
起于 2012 年 8 月河南省教育厅的
一个援疆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从直
属的三所重点中学抽调骨干教师，
在十三师下属的红星高级中学组
建援疆实验班。经过层层考察，河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四位教师
承担了这次光荣而艰巨的援疆任
务。他们带着 20 多年的教学经验
和满腔热情，带着河南省教育厅的
重托，带着河南人民的情谊，远赴
5000里外的边疆名城哈密，开始了
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两年多来，
这四位可敬的老师默默耕耘在天
山脚下、大漠深处，身后留下的是
一串串可圈可点的动人故事……

地理教师：融教学科
研于一炉

余国庆老师是中学地理高级
教师，河南省地理学科技术带头
人。在红星高级中学，连续两年担
任高三文科实验班的地理课。他
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常常提前到
班 3到 5分钟，利用课前的几分钟，
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在课堂教学方面，他反对
死记硬背的记忆，非常注重同学们
学习能力的培养，讲课思路清晰，
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风趣幽默，深
得同学们的喜爱。在教学过程中，
他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
备课认真，精挑细选地理试题，不
仅减轻了同学们的负担，同时也注
重了复习的效率，他做到了“有发
必收、有收必改、有改必评”，并且
在试卷后面写一些激励同学们的
话语。同时，他积极参加高三的

“红箭”培优工作，利用晚自习时
间，对地理学科较弱的同学进行针
对性指导，帮助他们理清学习地理
的思路，指点他们地理学习的方法，使
他们的地理学习成绩有较大的提高。

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余老师
还在红星高级中学担任教研室副

主任，承担红星高级中学的教研工
作。2013 年 11 月，十三师教育局
在全师中小学开展“道德课堂”的
教育活动。为了使红星高级中学
的教研工作有起色、有成效，他前
往兵团二师华山中学进行学习考
察，并结合河南师大附中“导学自
主”的教学理念，根据红星高级中
学正在推行的“68686”教学模式进
行课堂改革，开展“导学自主”小组
探究式教学模式，开展“晒课”、随
堂课、观摩课、示范课、同课异构和
优质课等活动，通过听、评、议，使
老师们能够高瞻远瞩，心中有理
论，备课有核心，作业有目的，课堂
有成效。为了使课堂教学更加有
效，他倡导教师们积极参与教学研
究和课题研究，加强集体备课，紧
紧围绕学习目标，在确定教学方
案、科学设置问题和有效评价等方
面进行深入研讨；课题研究侧重于

“道德课堂”建设和学生学习能力
的提升，着重研究创新切实可行的
教学途径和学习模式。在新教育
教学理念指导下，教师的教学理念
开始更新，学生学习的方式开始转
变，课堂效率开始提高。

历史教师：善于在教学
中激趣求真

中学历史高级教师张景亮老
师的课，首先是一个“趣”字。张老
师专业知识深厚，从华夏祖先盘古
开天辟地到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
雄传奇，从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兴
衰，到近代欧美强国崛起，再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新时期的改

革开放……他都能够娓娓道来。
从正史尧舜禅让，诸葛亮的足智多
谋，多才钟情的南唐后主李煜，书
画皇帝宋徽宗，他都能细说来由。
他爱好时政，他说历史就是当时的
政治，政治就是未来的历史。他上
课总能古今相通，给抽象的历史因
果在现实中找到翻版，他总能引经
据典，给乏味的历史事实加个花
絮。总之,学生们反映上张老师的
历史课特别有趣。

张老师说历史课其实更注重
“真”。“趣”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听课的注意力，而“真”才是
历史课教学的根本所在。在日常
的历史课教学中，无论是历史知识
的传授、史学理论的表达、史学观
点的运用，都必须以真实的历史事
实为依据。学习历史课，不仅仅是
为了掌握历史知识和做题方法，在
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以
史为鉴，面向未来。当今的世界各
国都要发展，中国也要实现民族的
伟大复兴。我们只有以史为鉴，寻
找到适合国情、符合世界和平发展
趋势的富国、强国之路，才能真正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张老
师的“真”，还体现在他的生活和工
作中。他为人真诚，对他人真心；
工作中真干，带班主任真抓，教学
效果真好。

语文教师：像字典般
厚重与严苛

张武申老师是中学语文高级
老师，他的课突出一个“博”字。

张武申老师是一个低调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甘愿坐
在路边鼓掌的人。开会时总喜欢
坐在后排，有媒体想采访时总是被
婉言拒绝，大众场合很难听到他的
声音，他似乎总那么严肃，几乎不
见他和人开玩笑。但当深入了解
后，你会发现他隐藏在低调中的底
蕴、淡定中的自信、无言中的执着、
严肃中的宽厚和波澜不惊中的热
情。当一种或内或外的驱动力将
他推到跑道上时，他会以稳健的步
履赢得路边的掌声，当一种责任义
不容辞地压在他的肩膀上时，他会
以硬实的肩膀把这种责任发挥到
极致。

他是两个援疆实验班的语文
老师和文科实验班班主任。作为
一个近 30 年教龄、在初中和高中
都摸爬滚打过无数轮的语文老师，
轻松上好一节课不是什么问题，然
而，他却总像一个新手一样认真地
备课、写教案，每篇文言文都要一
遍一遍地背下来，每节课总是三番
五次地修改教学设计，力求适应不
同班级的每一位学生。当他在课
堂上把韩愈 1300 字的《祭十二郎
文》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时，学生
在惊奇中爱上了枯燥的文言文；当
他把河南师大附中的“导学自主教
学法”和红星高中的“68686”教学
法结合起来，成立了学习互助组
时，班级在人与人竞争、组与组竞
争中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学习
氛围，他的脸上露出的是含蓄的微
笑。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基础上，他
特别注重差异化指导和个别辅导，

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平台，使之能充
分发挥优势，展示才华。每日晨
会，他很少讲班级的问题，他总会
把学生周记中那些好的片段挑出
来让学生自己读，既培养了学生良
好的道德情操，也提高了他们的写
作兴趣，并且间接锻炼了学生的口
头表达能力、表演能力等。为提高
学习效率，他又根据爱好和特长成
立阅读组、朗诵组、默写组、成语
组、语言运用组等学习兴趣小组，
将高考内容分解到常规训练中，既
让学生在浓郁的竞争氛围中把枯
燥的知识变成了有趣的艺术体验，
又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高
考的重难点知识，还培养了良好的
学习习惯，提高了他们的成绩。

作为班主任，他对班级的有些
要求甚至近乎严苛。红星中学每
周都会对各班级德智体美劳诸方
面进行量化积分，十个班级中积分
前三名颁发流动红旗，而他的要求
是必须有一面红旗固定在本班的
教室中。为着这样一个目标，他创
造性地开展班级工作。用班级文
化引领学生追求青春的梦想：组织
和引导学生制作了班徽，创作了班
歌，增强了班级凝聚力；以“让优秀
成为习惯”为班训，“团结、和谐、拼
搏、进取”为班风，激发了学生积极
向上良性竞争的热情。他所带的
班级所得流动红旗数量居全校之
首，连续两年被评为学校优秀班集
体，本人也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班
主任。2014 年高考所带班级升入
名校和重点本科人数创造了红星
高中文科新的辉煌，为河南援疆实
验班在哈密大地的这张名片增添
了新的光彩。

英语教师：深情投入
的文艺女汉子

中学英语高级教师赵香兰是援
疆群体中的巾帼英豪，当初义无返
顾地踏上援疆之路，心中藏着的是
对丈夫与儿子的不舍，两年多来广
袤戈壁的开阔,援疆生活的忙绿，塑
造出一个工作扎实的文艺女汉子。

红星高级中学的学生多数来
自团场，英语基础相对较为薄弱，
学习方法简单，不少学生视英语为
洪水猛兽。赵老师针对学生的情
况，注意课堂内容和基础知识的衔

接，从背单词入手，教给学生简单
有趣的背单词的好方法，采取少量
多次、周期性回顾的方式克服遗
忘。她在课堂上帮助学生记录重
点，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归纳，找出
英语语言的规律，仿写句子把生活
中的语言转换成英语，模拟作文记
述评论身边的人和事，让学生觉得
英语不再神秘莫测，而是就在自己
身边，就和自己生活中的一言一行
一样自然平凡。

她还注意课堂的趣味化，善于
把生活中时事、明星、新闻甚至学
生中的真人真事编进教案，给枯燥
的语法讲解点缀上一朵朵喜气洋
洋的鲜花。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巩固学习英语的信心，她给学
生买来简写的英文故事，在课堂上
开辟一分钟英语故事会，发掘学生
中的人才教唱英语歌曲，带领学生
感悟英语诗歌的丰富想象和语言
美，鼓励学生仿写诗歌并打印成班
级诗歌集……

赵老师是个有心人，她在教学
上的用心和细致给了学生以鼓励,
也让他们深深感动，真正用心学习
英语的人多起来了，作业越来越规
范了，发现并提出问题的人多起来
了，喜欢英语的人多起
来了，她所带的班级英
语成绩一步一个台阶大
步走在年级最前列。

捧一腔热诚援疆，
用一片真情爱疆。赵老
师工作之余的爱好就是
了解新疆，感悟新疆，记
录心中的新疆，宣传看
到 的 新 疆 。 她 的 文 章

《我想我是一个女兵》和
《隔壁春风》发表在红星
高级中学校报《新泵报》
上，《歌唱哈密》《走进罗
布泊》《十三豫师助力红
中，水石文化再谱华章》
和《英语教学中的词与
句》发表在红星高级中
学校刊《红中教研》上，

《解读 2014 年高考新题
型》发表在《学英语（教
师版）》上，《五十六个民
族是一家》发表在哈密
援疆报《新丝路》上，《援
友张书光》和《援友“老

王”》发表在哈密作协内部期刊
《红星文艺》上。

三年的援疆工作已接近尾声，
余国庆、张景亮、张武申和赵香兰
四位老师的辛勤劳动得到了红星
高级中学全体师生和十三师教育
局的一致好评。2012 年赵香兰老
师被评为“感动红中十大人物”之
一，张景亮老师被评为“十三师劳
动模范”。2013年四位老师均被评
为十三师援疆工作先进个人，赵香
兰被援疆前方指挥部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2014 年四位老师均被评
为优秀援疆教师。

“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
四位老师三年的工作和生活在哈
密大地播下了豫疆两地友谊的种
子，这一粒饱沾着河南和新疆两地
人民深情厚谊的种子，一定会在天
山雪水的滋润下开出美丽芬芳的
鲜花。现在，红星高级中学已经派
出两批共 8 位教师赴河南师大附
中参观学习，河南师大附中和红星
高级中学的校长和书记已经进行
互访，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正在
磋商。愿两校友谊之花更艳，愿豫
哈两地之情更浓，愿豫疆两地之谊
更久！

余国庆老师在对学生进行指导

张景亮老师在兵团十三师“双先”
表彰大会上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李杰明

河南师范大学附中四位援疆优秀教师张景亮、
张武申、赵香兰、余国庆

援疆教师在一起进行教学讨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国
家发改委 4 日起就《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
修订稿大幅缩减了限制外商投资产
业条目，从原来的79条减少到35条。

修订后的目录鼓励外商投资现
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
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鼓励外资在研发环节投资，推动引
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同时，所

有外资股比规定原则上都要在目录
中列明，允许类项目不对外资进行
股比限制。同时，目录中进一步放
开外资股本限制，“合资、合作”条目
数从 43条减少到 11条，“中方控股”
条目数从44条减少到32条。

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
在 2014年 12月 3日前，登录国家发
展改革委门户网站（http：//www.ndrc.
gov.cn），对修订稿提出意见建议。

我国拟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

限制项目减少一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