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与

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报名

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

电脑随机录取”……近日中

央出台的相关规定释放了

重要信号。幼升小、小升初

的培训班还要不要上？“摇

号”会不会带来新的不公

平？记者在上海、杭州等地

进行了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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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找
差距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在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
气，逐一对照、全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
和使命的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是主题教育学习教育和检视问题的
重要内容，是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
检视自我、自觉修正错误的重要措
施，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学习研讨，
对照党章党规，重点对照党章、《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自

我检查。要把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与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检视问题
结合起来，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
边整改，增强查摆和解决问题的针对
性。对照一次就提醒一次、扯一次袖
子，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党的意
识、党员意识、纪律意识，不断提升政
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重点查摆是
否坚持党的性质宗旨，贯彻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否认真
履行党员八项义务，践行入党誓言，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否按照
党员干部六项基本条件，真正做到信
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是否严格遵守党的组织
制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树牢宗旨意
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
于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通知要求，对照准则，重点查摆是
否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否坚定不移贯
彻党的基本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站
稳政治立场；是否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增强“四个意识”；是否严格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
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正确
选人用人导向；是否勇于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通知明确，对照条例，重点查摆是
否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一
致，自觉执行党组织决定；是否存在滥
用职权、谋取私利等问题；是否存在为
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损害群众利

益等问题；是否存在工作不负责任，搞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干预和插手市场
经济活动、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等
问题；是否存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
追求低级趣味等问题。

通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
编》，逐段逐句学习党章、准则、条例，
对照检视分析，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各级领导班
子要安排专门时间，召开对照党章党
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党支部要结合

“三会一课”，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党员
学习、对照党章、准则、条例，自我检视
问题，自我整改提高。领导班子主要
负责同志要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
以上率下、作出示范，同时督促班子成
员和下属单位领导干部找准问题、解
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 7月 21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 21日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
题》白皮书。

白皮书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
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
斯坦、印度 8个国家接壤，著名的“丝
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
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
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
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一个时期
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民族分
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
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
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
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
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
等客观事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

坦”，鼓噪新疆“独立”，企图把新疆各民
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
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

白皮书强调，历史不容篡改，事实
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
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
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
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
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
的；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
唯一信仰的宗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
伊斯兰教扎根中华沃土并健康发展。

白皮书说，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
民生不断改善，文化
空前繁荣，宗教和睦
和顺，各族人民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团结
在一起，新疆处于历
史上最好的繁荣发
展时期。 白皮书全文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工作方案要求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国新办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月 20日，国际网球名人堂入选仪式在位于美国罗德岛的名人堂总部举
行。已退役 5年的中国名将李娜正式进入国际网球名人堂，成为中国乃至亚
洲第一个获得这一殊荣的选手。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家长想退课，培训班淡定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印发，明确提出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
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多位受访者认为，意见出台具有
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释放了强烈信号：

民办学校“牛娃”扎堆的现象将得到缓
解，为了择校进民办而让孩子疯狂培
训的“鸡血”家长也会适当减少。

“民办摇号了，全家都跟着轻松，
孩子确实太累了。”上海家长费先生
说，已经给儿子退掉了报的幼升小培
训课程，仅保留了游泳和绘画课，“以
后即使再报班，心态也会不一样。”

然而，意见实施细则毕竟还没落
地，培训班外接送孩子的队伍排起长
龙仍较为普遍。记者暑期走访了上
海、杭州的多家培训机构，他们的态度
均十分淡定：好的民办学校会加大提
前招生力度；学校只会拿出部分名额
摇号，个别“名校”甚至不参与摇号；还
有“转学插班说”，称只要学习够拔尖，
就有摇号外的入学机会等。

“摇号”不应是最终答案

受访家长和教育界人士表示，意
见让公众看到了教育改革的决心，但
还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否则家长很
容易被校外培训机构“洗脑”“带节奏”。

受访家长普遍存在几个担心：第
一，民办学校会不会提前加大自主招
生力度，反倒催生更多“占坑班”，培训
机构出现所谓的“排位考”？第二，“摇

号”入学如何确保公平？第三，如果辖
区内公办学校教学质量较差，而民办
学校“摇号”又没摇上，面临调剂，孩子
岂不是没有退路？

“优质资源有限，这是现实。中考
择优录取的政策还摆在那里，所以之
前的很多政策可能治标不治本。升学
竞争压力大的本质没变，孩子该学的
总是要学。”杭州学生李明心的妈妈说。

意见发布后，针对学生家长们的
疑虑，上海市教委和浙江省教育厅均
表示，将认真研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完善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制度。同时，
缩小校际发展差距，促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继续深化中考改革，通过
招考“指挥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摇号入学，不是改革的最终答
案。”上海市闵行区马桥复旦万科实验
中学校长王治华说，规范民办学校招
生，操作上要防止“假同招”“假摇号”
等变通行为，防止民办学校变相提前
招生、变相考试入学、变相收集简历
等，要让“一边喊减负，一边先占坑”的
现象彻底成为过去。

让民办学校回归育人本质

相关政策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

段的民办学校，是为了满足多元化的
教育需求而生，是公办学校的有益补
充。然而，不少民办学校在过度依赖
生源竞争中逐渐“变了味”。一些“国
有民办”，既占了国有资源的优势，又
享受民办的收费机制，违背了义务教
育阶段优质资源均衡发展的初衷。

专家认为，随着意见发布及后续
各地落实细则的出台，民办教育或将
迎来发展的分水岭。

“意见着眼于教育公平和进一步提
升基础教育整体的质量。表面上看，对
民办学校的招生做了各种限制，但归根
结底是希望民办学校不以‘掐尖’为目
的，办出特色，补位公办教育资源所不
及之处，回归育人本质。”王治华说。

上海市杨浦区开鲁新村第二小学
校长徐晶等受访专家认为，如果意见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到位，将斩断校外
培训机构与个别民办学校间的灰色利
益链，进一步缓解升学焦虑，让家长少
一些“功利心”和随大流的“不得已”，
为孩子选择更合适的教育。当然，从
长远来看，只有让百姓家门口的好学
校越来越多，让评价学生的“尺子”更
加多元，才是理想的图景。

（据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公民同招”“民办摇号”

校外培训热能否“冷”下来
□新华社记者 吴振东 俞菀 潘旭

据新华社拉萨 7月 21日电 记者
从布达拉宫管理处获悉，7月 21日起，
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实行客流限
制，游人参观需提前一天预约。

布达拉宫管理处提示：“近期计划
参观的游人可通过布达拉宫官网预订
（网上唯一购票渠道）和现场预约两种
方式预约参观。现场预约时，游客需持
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前往预约，每人最
多可预约 4人门票。预约窗口开放时
间为上午8时至预约券发放完毕。”

记者了解到，7月西藏进入旅游旺
季，为妥善解决文物保护与利用之间
的矛盾，保障布达拉宫等文化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7月 21日起除布达拉宫
外，西藏拉萨市大昭寺也将对特定时
间的参观实行预约制。

大昭寺管委会提示：“7 月 22 日
起，每天8时 30分至 12时的参观需提
前一天预约，预约时间为每天15时 30
分至 19时，游客需持本人二代身份证
原件前往预约。”

新华社北京 7月 21日电 记者从
有关方面获悉，中美双方正在落实两
国元首大阪峰会期间会晤达成的重要
共识。近期，美方宣布对 110项中国
输美工业品豁免加征关税，并表示愿
意推动美国企业为相关中国企业继续
供货。有关方面表示，已有有关中国
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向美国出口
商就采购农产品询价，并根据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相关规定，申请排除
对拟采购的这部分自美进口农产品加
征的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
组织专家对企业提出的排除申请进行
评审。据了解，为满足中国消费者需
要，有关中国企业有意继续自美进口
部分符合国内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中
方有关部门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
向而行，切实落实美方有关承诺。

我国企业进行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

布达拉宫限客流参观需预约

□新华社评论员

国务院新闻办21日发表《新疆的若

干历史问题》白皮书。白皮书运用翔实

史料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方法，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民族、文

化、宗教等问题，科学回答新疆若干历史

问题，有力驳斥了境内外敌对势力歪曲

历史、混淆是非的错误论调，释放出正本

清源、扶正祛邪的强大正能量。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

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

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

势力（以下简称“三股势力”），抹杀新疆是

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

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

客观事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鼓

噪新疆“独立”。这些错误论调，完全违

背历史事实，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

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

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注定不得人心。

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否定。自

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

的一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

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

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数千年历史雄辩地证明，新疆是中国神

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历

史上，新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厥斯

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

所谓“东突厥斯坦”论调，实质是境内外

民族分裂势力、国外反华势力企图分裂

中国、肢解中国的政治工具和行动纲领。

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到历史长河

中细心探察，事实真相才能看得清楚明

白。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受突厥人奴

役，维吾尔人更不是突厥人的后裔，一些

人把使用突厥语的各民族都说成是突

厥人，显然是别有用心。实际上，维吾尔

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包括维

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

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新疆这个多

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各民族文化在

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伊斯兰教不

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

教，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才是新疆

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才是新

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

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

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团结在一起，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

荣发展时期。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

民心连心。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

一、反对民族分裂，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普

遍共识和自觉行动。境外敌对势力与

“三股势力”杜撰历史、歪曲事实，其所作

所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损害新疆各族人

民根本利益，必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咱们新疆好地方，民族团结一家

亲。”新疆属于新疆各族人民，属于整个中

华民族。正确认识新疆历史问题，切实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新疆的明天一定会

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

图1 7月 20日，游客在秦皇岛市北戴
河区老虎石公园浴场游玩、戏水，消暑降
温。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图2 7月 21日，游客在承德市承德县柳河
十八湾花海漂游景区体验漂流。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图3 7月 18日，在吐鲁番市长沙·葡萄主题公园夜市，市民和游客在葡萄架下
用餐，享受清凉。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图4 7月21日，上海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在吃冷饮。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清凉一““夏夏””
“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

京时间7月23日 10时 50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
暑”将正式登场。连日来，全国多地高温高热的“桑拿天”
成了天气的主角，各地消暑降温方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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