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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前，一些人在香港外国
领事馆门前排队领护照的场景，被媒体
解读为所谓“香港大限”的注脚。1997
年之后，大量当年的移民回流香港，让

“香港已死”之类的悲观论调成为笑柄。
回归20年来，面对危机和困境，面

对怀疑者的嘲讽和质疑，在中央政府支
持和帮助下，在特区政府带领下，香港
社会各界勠力同心，奋发有为，对“一国
两制”能否确保香港繁荣稳定这一历史
性课题，交出了令世人惊艳的答卷，香
港以新的姿态继续闪耀在世界舞台。

勠力同心 二十载谱写新辉煌
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香

港 20年间经济发展可圈可点。本地
生产总值从 1997年的 1.37万亿港元

增长到 2016 年的 2.49 万亿港元，20
年间增长 82%，年均增长 3.2%；人均
本地生产总值同期增长六成，超越日
本和欧盟。财政储备从回归之初的
3700亿港元增长到 2016年的近 1万
亿港元，增长 150%；外汇储备从 928
亿美元增长到3905亿，增长了3.2倍。

20年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
和航运三大中心的地位依然稳固，特别
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大大强化。截至
2016年底，香港证券市场总值约3万亿
美元，排名亚洲第四、全球第七；首次公
开募股额再次荣登全球首位；人民币存
款和存款证结余超过6250亿元，成为全
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

回归20年来，香港依然是中国实
际引进外资最大来源地，香港对内地

实际投资额累计超过9100亿美元，占
全部外资的52.1%。中央政府始终高
度重视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楼价高企、产业单一……面对全
球发达城市经济体普遍存在的问题，
面对日益加剧的区域竞争和阴晴不定
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区政府顺势而为，
在国家支持下寻求产业格局的变革。
从提出发展科技资讯项目的数码港，
到成立政府创新及科技局；从提出发
展六大优势产业，到施政报告推动“再
工业化”，回归以来历届特区政府积极
引导经济多元化发展。

改善民生 把握新机迎挑战
为了让更多居民分享经济发展

成果并同时改善自然环境，特区政府
努力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为市民提供
更多、更好的服务。据统计，本届特
区政府 2016 至 2017 财年投入的民
生福利开支较五年前已经增长了
70%以上。

即将于7月 1日就职特区第五任
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表示，新一届特
区政府的首要任务仍将是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新一届政府将在发展经济
方面扮演更多的角色。“香港的发展是
在国家发展的大前提下找到自身经济
新的增长点；过去是这样，未来也将是
一样。我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在
国家发展的大前提下，香港的前景将
会非常好。”林郑月娥说。

（据新华社香港6月2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大
决策部署，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作出统筹部署。

《意见》提出，到建党100周年时，
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
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有力的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党依据党内
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

《意见》强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
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
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
机统一整体。要完善以“1+4”为基本框

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
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
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
保障法规制度4大板块。

《意见》提出，探索赋予副省级城
市和省会城市党委在基层党建、作风
建设等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定权。

《意见》要求，加强学习教育，加大
党内法规宣讲解读力度，将党内法规制
度作为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重
要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
必修课程。强化监督检查，将党内法规
制度实施情况作为各级党委督促检查、
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对重要党内法规
制度实施情况开展定期督查、专项督
查。加大责任追究和惩处力度，严肃查
处违反和破坏党内法规制度的行为。

综合新华社电 记者从“6·24”茂县
叠溪山体突发高位垮塌灾害抢险救灾指
挥部25日下午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
到，截至25日14时，经社会各界信息反
馈和公安部门核对，在较早公布的118
名失联人员名单中，已确认15人安全。

新闻通气会还对此次特大山体滑
坡灾害做出了初步分析。据介绍，此
次特大滑坡灾害，经无人机高精度航
拍影像分析，方量在 1800万立方米，
发生在海拔3400米以上，离受灾村庄
1250米，无人居住且山体陡峭，坡度

在 55～60度，人很难上去；同时由于
山高植被密集，受其遮挡，即使高精度
卫星也难以拍摄到坡体变形——这意
味着现有遥感手段发现不了隐患，传
统工程地质勘探手段也难以开展。

此外，地质灾害发生地处于松坪
沟断层，历史上地震频发，包括 1933
年叠溪地震和 2008 年汶川特大地
震。地震给地层带来的是深部岩体损
伤——也就是“内伤”而不是“皮肤
病”。受地震影响，山体稳定性下降，
遇到降雨更容易诱发滑坡。

据新华社上海6月25日电 国家
邮政局24日发布的《2016年度快递市
场监管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快递业务
量达到 312.8 亿件，同比增长 51.4%；
年人均快递使用量接近23件，比上年
增加近8件；年人均快递费支出287.4
元，同比增长42.7%。

报告显示，快递行业季节性特征稳
定。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峰值出现在
11 月，达 37.6 亿件，占全年业务量
12%。受春节期间“马鞍效应”影响，业
务量谷值出现在2月，仅12.5亿件，占
4%。去年我国日均快递业务量达0.9
亿件，最高日业务量出现在“双11”期
间，超2.5亿件，最高日业务量与日均业

务量之差持续扩大，去年达到2.8倍。
一方面，快递业务收入占邮政业比

重稳步上升，另一方面，快递平均单价
持续下降，价格战持续。去年我国快递
业 务 收 入 3974.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5%。快递业务收入占邮政业业务
收入比重为73.9%，同比提高5.3个百
分点。不过，去年快递平均单价为12.7
元，5年来延续着持续性下滑，较2012
年的平均单价18.6元，下滑明显。

不过，今年 1—5月，我国快递服
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139.1亿件，同
比增长 30.3%，增速大幅低于去年同
期的 56.7%。数据直接表明，我国快
递行业需求开始进入降速时期。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去年全国人均快递费287元

失联人员中15人确认安全

砥砺歌行 焕发新机
——香港回归20年保持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问：“复兴号”系列动车组产品型

号是如何定义的？

答：目前“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有“CR400AF”和“CR400BF”两种型
号。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新的动车组
编制规则，新型自主化动车组均采用

“CR”开头的型号，“CR”是中国铁路总
公司英文缩写，也是指覆盖不同速度等
级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系列化产品平
台。型号中的“400”为速度等级代码，
代表该型动车组试验速度可达时速
400公里及以上，持续运行时速为350
公里；“A”和“B”为企业标识代码，代表
生产厂家；“F”为技术类型代码，代表动
力分散电动车组，其他还有“J”代表动
力集中电动车组，“N”代表动力集中内
燃动车组。今后，中国铁路总公司将根
据运输市场需求，逐步研发CR300和
CR200系列中国标准动车组。

问：“复兴号”选择在京沪高铁首

发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京沪高铁已开通运营6年，运
送旅客6.3亿人次，目前日均运送旅客
50.5万人次，是我国最繁忙的高速铁
路干线。

目前，铁路总公司正在组织实施京
沪高铁标准示范线建设。“复兴号”在京

沪高铁率先开行，对于打造中国高铁国
际品牌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问：中国标准动车组采用了哪些

“中国标准”？

答：在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过程
中，涉及的254项重要标准，中国标准
占84%。“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构
建了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先进科学的
高速动车组技术标准体系，标志着我
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
标准化和系列化，极大增强了我国高
铁的国际话语权和核心竞争力。

问：“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投

入运用，对我国高铁“走出去”有何重

要意义？

答：“复兴号”CR400系列动车组
的成功研制和投入运用，对于我国全面
系统掌握高铁核心技术、加快高铁“走
出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们将以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为平台，根据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实际需求，量身打
造，设计研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动车组
成套技术和产品，推动中国高铁“走出
去”。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题图 66月月2525日日，，中国标准动车组中国标准动车组
““复兴号复兴号””命名仪式在京举行命名仪式在京举行。。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来自中国的大熊猫“梦梦”和“娇庆”6月24日抵达德国首都柏林。这是时
隔五年后，德国民众再次有机会在本国见到大熊猫。 新华社发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6月25日被正式命名

为“复兴号”，并将于26日在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就相关情

况，记者采访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人。

东方IC供图

今日于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我院普通本科

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学院和考
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
教育部及河南省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
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我院招生工作在郑州大
学招生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在
本院招生工作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由
学院招生就业中心具体实施。

第三条 本章程适用于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普通本科的招生工作。

第二章 学院基本情况
第四条 我院全称为郑州大学体

育学院(河南省内招生代码6004)，注册
地址为郑州市惠济区银河街2号，邮政
编码450044。

第五条 我院是公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

第六条 我院现设有体育教育、社
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训练、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新闻学、公共事业管理、旅
游管理、英语、音乐表演等九个全日制本
科专业，几十年来已培养了各类体育专
门人才近20000人，国内外知名运动员
100多人。目前在校全日制研究生、本
科生6200余人。

第七条 学历学位证书的发放：我
院普通本科学生修业期满，符合条件者，

发放郑州大学具印的毕业证书，证书内
容填写“在本校体育学院××专业四年
制本科学习，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
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符合学士学
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发放郑州大学具印
的学士学位证书，证书内容填写“在郑州
大学体育学院××专业完成了四年制本
科学习计划，业已毕业。经审核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授
予××学学士学位”。

第八条 我院主校区位于河南省
郑州市惠济区银河街 2号，占地面积
400余亩；登封校区位于登封市大禹路
146号，占地面积300多亩。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九条 我院2017年普通本科各专

业招生计划以省教育厅审定的计划为准。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十条 全面贯彻实施高校招生

“阳光工程”，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第十一条 我院根据河南省的招
生计划和考生情况确定提档比例，提前
批次提档比例控制在招生计划的110%
以内，本科二批提档比例控制在招生计
划的105%以内。

第十二条 各专业录取规则如下：
（一）体育类专业:体育教育、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河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加试，要求文
化课成绩和专业成绩均达到河南省控制
分数线。录取时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择
优录取，对专业成绩并列的考生按文化
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文化课成绩
并列的，按照语文、数学、外语课程顺序
的单科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报考体育教育专业（对口招生）的考
生必须参加河南省2017年普通高校对
口招生考试，录取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关
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收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和
《2017年普通高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
校应届毕业生实施办法》文件执行。录
取时按科目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科
目总分并列时按术科成绩从高到低择优
录取；术科成绩并列时按文化课成绩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文化课成绩并列时，按
照语文英语合卷分数从高到低择优录
取；语文英语合卷分数并列时，按照数学
分数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二)艺术类专业:音乐表演专业只
招参加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体育舞蹈类统考加试的考生，要求考生
文化课成绩和专业成绩均达到河南省控
制分数线。录取时按省统考加试专业成
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对专业成绩并列
的考生按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
取；文化课成绩并列的，按照语文、数学、
外语课程顺序的单科成绩从高到低择优
录取。

（三）其他专业:新闻学、公共事业管
理、旅游管理、英语专业，在本科二批次
录取。高考成绩达到规定分数线，按照
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第十三条 对录取考生的专业安
排：所有专业均按照志愿优先，遵循分数
的原则进行。体育类、艺术类按专业分
数，其他类按文化分数。

第十四条 我院执行国家和河南
省规定的加分政策。

第十五条 我院执行教育部、卫生
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的有关
规定。

第五章 收费及联系方式
第十六条 各专业的收费标准：体

育类专业每生每年3700元；音乐表演专
业每生每年5700元；其他专业每生每年

3400元；住宿费：600元/学年（省发改
委、财政厅、教育厅豫发改办〔2004〕232
号）。

第十七条 奖、贷、助、补，按照国
家有关奖、贷、助、补规定执行。

第 十 八 条 招 生 咨 询 电 话 ：
0371-63631010 63631500,传真：
0371-63631500,学院网址：http：//
www.peczzu.edu.cn, 电 子 邮 箱 ：
zhaosheng@peczzu.edu.cn；学院本
部地址为郑州市惠济区银河街2号，邮

编450044；登封校区地址为登封市大
禹路146号，邮编452470。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对于媒体公布的我院

招生章程，如内容理解有误，以教育部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布的招生章程为
准。

第二十条 我院以往有关招生工
作的政策、规定如与本章程相冲突，以本
章程为准，原政策、规定即时废止；本章
程若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上
级有关政策相抵触，以国家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解释权归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招生就业中心。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2017年招生章程

招生专业

音乐表演

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对口）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新闻学

旅游管理

英语

学历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学制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招生科类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科综合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招生计划（人）

文95，理15

文100，理100

50

文70，理70

文30，理50

文70

文25，理25

文70，理30

备注

只招参加全省体育舞
蹈类专业考试的考生

师范类

师范类

郑
州
大
学
体
育
学
院
二〇
一
七
年

普
通
本
科
各
专
业
招
生
计
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