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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四大狠招”的目的，是为了
全面建设更加科学、公平的评价体系。近
年来，招生领域的教育腐败频发，高考加分
和自主招生也日渐成为“权力寻租”的重灾
区。

根据此次出台的意见，加分政策并
没有被完全“堵死”。如在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前获得上述有关奖项、名次、称号的
考生，是否具有加分资格由生源地所在

地 省 级 高 校 招 生 委 员 会 研 究 决 定 。 此
外，烈士子女等 5 类全国性加分项目仍
然保留。

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新政策给地方
留有部分加分的“权力”，仍然是一个隐
患。少数民族、华侨、贫困地区等被保留的
照顾性加分项目，也被指存在“弹性操作空
间”，有“被运作的可能”。

一些学生家长也对此表示担忧。沈阳

一位中学生家长曹丽表示，希望“地方性必
要加分”的执行过程可以公开透明，加分名
额和分值适当缩紧，“千万别让加分政策的
后门大开。”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
认为，公开是自主招生最基本的保证，需体
现在招考程序和过程中，高校需在素质教
育的基础上推动公平的实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17日公布《食
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征求
意 见 稿）》，向 社 会 公 开 征 求 意
见。《意见稿》拟规定，提倡实名投
诉举报，严禁泄露投诉举报人的
相关信息，并对投诉举报进行分
类办理。

根据《意见稿》，提倡实名投
诉举报。投诉举报人不愿提供自
己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等个人
信息或者不愿公开投诉举报行为
的，应当予以尊重。投诉举报人
应当提供客观真实的投诉举报材
料及证据，说明事情的基本经过，
提供被投诉举报对象的名称、地

址、涉嫌违法的具体行为等详细
信息。

同时，《意见稿》明确，严禁泄
露投诉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另外，根据《意见稿》，对受理
的投诉举报，按照重要投诉举报
和一般投诉举报分类办理。重要
投诉举报包括声称已致人死亡、
多人伤残等严重后果的；可能造
成严重食源性的安全隐患、涉及
婴幼儿乳品安全、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
品、血液制品、疫苗和高风险类医
疗器械的；可能涉及国家利益或
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等。其他
为一般投诉举报。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17日宣布与微
博（weibo.com）启动战略合作。今
后地震发生后，该中心官方微博
发布的地震快讯将在 10秒内向震
中所在地的微博用户推送信息，
地震速报数据开放平台将通过微
博向全社会开放，并将通过微博
发布预警信息。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主任潘怀
文说，在与微博的合作中，通过对
用户曾使用过的地理位置信息、IP
地址等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实现中
国地震台网中心发布的地震快讯
第一时间推送到震中所在地的微
博用户，用户无需关注任何账号，

只要手机网络畅通且微博处于登
录状态就可以收到。

同时，地震发生后微博对用
户主动发布的求助、寻人等信息，
经过分析整合后也将与中国地震
台网实现共享，以提高抗震救灾
的效率，尽量挽回地震造成的损
失。微博还将与中国地震台网中
心合作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此外，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
地震速报数据开放平台也将通过
微博向社会开放，第三方只要满
足一定条件，经过申请后即可通
过微博获取包括速报参数、震中
地图等最新地震速报信息，为抗
震救灾提供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 17日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陆方面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
策不会改变。我们希望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保持稳定发展势头，
希望两岸同胞共同维护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成果。希望国共两
党和两岸双方在既有共同政治
基础上继续努力，相向而行，推
动两岸关系稳步前行。

记者问，在日前台湾举行的
“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国民党败
选。大陆方面会否因此改变对台
方针政策，会否影响国共两党关
系？就此，范丽青作上述表示。

范丽青表示，我们对民进党
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
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立场是坚
定的、不可动摇的。

范丽青指出，2008年以来，国
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
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
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
创了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
到了两岸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对于国民党将进行党主席补
选，范丽青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
关情况，预祝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补选顺利完成。

国台办发言人谈两岸政策

反对“台独”立场坚定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提倡实名投诉举报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与微博合作

地震快讯10秒内推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要突出创新驱动。这是今后一个
时期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依
托和动力源泉，必须摆在重要位置加以推
进。

创新驱动发展，是党的十八大总揽国
际大势、着眼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从国内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
环境约束趋紧，传统比较优势减弱，急需转
变发展方式，要实现质量更优、效率更高的
发展，只能依靠创新驱动。放眼全球，科技
前沿领域不断延伸，产业更新换代日趋加
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
科技创新能力正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
键。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想后来居上、

弯道超车，关键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
上有所作为。

突出创新驱动，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明显加快、水
平大幅提升，但创新基础不牢、原始创新不
强、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的格局尚未根本改
变。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能掌握发
展与竞争的主动权。今后，要加大力度稳定
支持科学基础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
好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强化创新成果源头供
给；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自主创新；选准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
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集中力量抢占
制高点。

突出创新驱动，关键在于破除体制机

制障碍。改革是点燃创新发展新引擎必不
可少的点火系。要把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
社会领域改革结合起来，勇于啃“硬骨头”，
敢于破除制约创新的一切思想障碍和制度
藩篱。努力克服目前科技创新中分散封
闭、交叉重复等现象，加快建立协同高效的
国家创新体系；消除科技仪器设备分割独
占的弊端，提升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水平；打
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研人员动力不足
的障碍，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创
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突出创新驱动，目的在于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要让创新更紧密地面向经济社
会发展，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新产品、新项
目、新产业。最有效的推进手段，就是真正

让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真正让企业成为创
新主体。企业要主动研判科技和产业变革
大势，面向市场需求确定创新突破口，让创
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政府要
从资金、税收、人才、知识产权、放开管制等
方面入手，大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助推实体经
济在创新中发展壮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领导经济工
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
全党统一思想、奋发有为，以新的发展引擎
带动新的经济增长，就一定能推动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并且为未来发展积蓄强
劲而持久的动能。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突出创新驱动
——五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教育部再出高考改革配套政策

禁止高校联考 取消奥赛加分

加 分 受 限 、缩 减 分

值、杜绝“掐尖”、禁止联

考……针对近年来高考

加分和自主招生制度痼

疾，12月 17日，教育部等

部门出台相关文件，再出

四大“狠招”，以进一步规

范高考加分和自主招生

工作，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国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助力教

育的清廉和公平。

减少加分项目

此次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
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明确，2015年 1月
1日起，奥赛获奖者等 6项全国性加分项目取
消，地方性加分项目大幅“遭砍”。同时，意见
还要求保留加分项目要规定合理分值。

这一招针对的是日益混乱的特长生评价
体系和层出不穷的各类“竞赛”。2014 年辽
宁 270 名体优生因查处放弃加分资格，哈尔
滨一中学有 800 名考生获加分，河南漯河高
级中学 74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占全省总数
十分之一……业内人士认为，“特长生”“竞赛
获奖”已异化为加分“工具”。

获悉此次新规，一些学生家长感到“松了
一口气”。上海一位高一学生家长程纾表示，
为了艺术特长加分，女儿四年级起开始学大
提琴，现在加分取消，家长、孩子终于“解脱”
了。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表示，为了继
续鼓励中学生兴趣特长发展，鼓励具有体育、
艺术特长的学生报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高
校艺术团，或报考相关体育、艺术专业，相关
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可作为自主招生试点
高校有限给予初审通过的条件。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处长吴迟迟认
为，此次改革在加分项目和分值方面做的是

“减法”，但在鼓励学生特长发展方面做“加
法”。

专家表示，高考加分政策“光做减法还不
够”，还需整顿加分流程、清除各环节徇私舞
弊的可能，确保高考起点公平落在实处。

此次颁布的自主招生新政策要求，明
年起试点高校不得向中学分配推荐名额，
自主招生考核将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之
后，试点高校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
门培训。

“过去部分高校对自主招生定位不明，
将其作为提前签约‘掐尖’的手段。”北京师

范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虞立红认为，这次
自主招生改革最大的变化是对选材定位的
清晰。

原来的自主招生政策中，学生主要
通 过 中 学 推 荐 获 得 参 加 自 主 招 生 的 机
会，但中学往往会对学生的报名进行平
衡，使得一名学生仅能选择一所大学，这

影响了学生的自由选择权。清华大学招
生办公室主任于世洁指出，政策调整后，
学生可自主报名和申请各高校的自主招
生，扩大了学生的自由选择权。在高考
之后进行自主招生的考核和认定，更有
利于学生有效评估自身特长、潜质，做出
合理选择。

禁联考 防“掐尖”

打击权力寻租

12月17日，在深圳南山区，车辆停放在即将开始收费的路边停车位。
2015年1月起，深圳对原特区内约1.2万个路边停车泊位正式启动收费管
理。泊位不设专人值守，市民可以通过手机app、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方式
进行缴费。深圳市民享受多年的路边停车“免费餐”即将结束。新华社发

深圳路边停车将收费
停车费可用手机交

●此外，意见也强调，对弄虚作假、骗取相关加分资格的考生，将依法依规落实
“三取消”，即取消其当年参加高考报名、考试或录取的资格

2015年起，奥赛、优秀生等６项高考加分项目取消

教育部等5部门12月17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
分值的意见》

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 取消

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者

二级运动员统测合格者

省级优秀学生

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事迹者

奥赛获奖者

科技类竞赛获奖者

等６项全国性加分项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