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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9月10
日上午，首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开
学典礼在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开学典礼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教育传承过去、造就

现在、开创未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的重要力量。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
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青
年应该通过教育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合
作意识，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

习近平强调，中美教育交流为促
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
美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美双
方应该挖掘潜力、提高水平，使教育领
域合作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先行者。

习近平指出，希望苏世民书院秉
持宗旨、锐意创新，努力成为一个培养
世界优秀人才的国际平台，为各国青
年提供学习机会，使各国青年更好相
互了解、开阔眼界、交流互鉴，携手为

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作出积极努
力。祝苏世民书院各位同学学有所
成、学尽其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为开学典礼发
来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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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宁官员冒用他人学籍蒙混25年
副县长候选人提名资格被取消

近日，有网民实名
举报称湖南省邵阳市
新宁县发改局长冷立
群曾有冒名顶替上学、
在毕业后修改名字掩
盖冒名顶替事实等问
题。

记者就此调查发
现，从冒名转学报考，
到工作后提交“更名”
申请换回原名，25 年
来，被举报人冷立群经
多次提拔却未被发现
冒名一事。

邵阳市委组织部
日前向新华社记者介
绍，经查实，冷立群并
非截取盗用蒋录明的
录取通知书入学，而是
冒用蒋录明的初中学
籍、姓名参加中专入学
考试，中专毕业分配工
作后通过申请改名报
告的形式更回原名。
目前冷立群已被取消
副县长候选人提名资
格。

记者了解，8月22日，湖南邵阳市
委发布了一份长达131人的干部公示
名单，其中包括现任新宁县发改局长、
拟提拔为副县长的冷立群。

8月25日，一个自称为“蒋录明”
的人士在网上“实名”举报称，冷立群
曾有假冒自己名字顶替上学行为。

“蒋录明”在举报材料中称，网上
简历显示，1974 年出生的冷立群，
1992年进入当时的邵阳农校就读中

专，1995年毕业参加工作。但实际情
况是，1992年，冷立群已高中毕业，因
成绩太差无学校可上，便“窃取”了蒋
录明当年被农校录取的通知，并改名

“蒋录明”去了农校上学。1995年毕业
后，他又改回“冷立群”的名字。

网帖中称，1993年左右，一位同乡
同学告诉蒋录明，邵阳农校有个人和蒋
同名，他当时以为只是同名，没在意。但
后来发现此人一毕业就立即改了姓名叫

“冷立群”。经过一番了解，蒋录明才弄
清了当年被冒名顶替上学的来龙去脉，

“不过当时因为邵阳农校不是什么好学
校，所以也就没追究冷立群的责任。”

“蒋录明”近日看到邵阳政府网站
公布拟提拔人选里居然有冷立群，感
到气愤不已。“这样一个窃取他人学籍
的中专生，居然能做到政府副县级。
不知道这样的政府官员以后如何执政
为民？”“蒋录明”质疑道。

转学冒名报考 工作后提交“更名”申请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纲要》正式印发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长江经济带发
展规划纲要》近日正式印发。

纲要从规划背景、总体要求、大力保护长江
生态环境、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
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努力构
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
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描绘了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宏伟蓝图，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
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代号为“海上联合－2016”

中俄两国海军
将举行海上联合演习

据新华社湛江9月11日电 据海军新闻发言
人梁阳11日介绍，根据年度计划，中俄两国海军将
于9月12日至19日，在广东湛江以东海空域举行
代号为“海上联合－2016”的联合军事演习。

中俄双方参演兵力包括水面舰艇、潜艇、固
定翼飞机、舰载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以及两栖装
甲装备。双方将主要围绕联合防空、联合反潜、
联合海空寻歼、联合立体夺控岛礁、联合搜救、
联合登临检查等科目展开演练。此外，在港岸
演练阶段，将组织系列联合训练，包括研讨交
流、图上推演等，双方舰员还将依托舰艇损管模
拟训练场开展损管操练，陆战队员将混编开展
轻武器实弹射击、直升机滑降、建筑物攀登与滑
降、渡海登岛、海岛防御与进攻等联合训练。与
历次联演相比，此次演习在组织模式、演练内
容、导调指挥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化和拓展，特别
是突出了实战化、信息化、规范化。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中俄双边框架内规
模最大的海上演习，自2012年首次举行演习以
来，每年举行一次，其中，2012年在中国青岛附
近的黄海海空域举行，2013年在俄罗斯符拉迪
沃斯托克附近的日本海海空域举行，2014年在
中国长江口以东的东海海空域举行，2015年演
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地中海举行，第二
阶段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日本海海
空域举行。此前，中国海军分别由北海、东海舰
队兵力为主参加“海上联合”系列演习，今年以
南海舰队兵力为主参加该演习。

我国科学家提出
“天河工程”构想

中远期有望实现每年跨区域调水
50亿立方米，大约相当于350个西湖
的蓄水量

据新华社西宁9月11日电“‘天河工程’
一旦成功，有望实现跨区域空中调水，构建南水
北调‘空中走廊’。”中国科学院院士、青海大学
校长王光谦在“天河工程”论证启动会上说。

“天河工程”论证启动会暨第一次专家组会
议9日至11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该科研项
目由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联合团队主持，旨在
科学分析大气中存在的水汽分布与输送格局，
进而采取人工干预手法，实现不同地域间大气、
地表水资源再分配。

王光谦告诉记者，观测结果显示，在大气边
界层到对流层范围内存在稳定有序的水汽输送
通道，可将其称为“天河”，基于大气空间的跨区
域调水模式就是“天河工程”。

权威监测报告显示，近30多年来，我国北
方地区主要河流径流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5
年将有可能面临物理性缺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科技委员会主任包为民认为，“天河工程”及未
来南水北调“空中走廊”的构想，有助于实现青
藏高原地区生态效益最大化，促进全国特别是
北方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天河工程”有望
每年在青藏高原的三江源、祁连山、柴达木地区
分别增加降水25亿、2亿和1.2亿立方米，中远
期有望实现每年跨区域调水50亿立方米，大约
相当于350个西湖的蓄水量。

江苏一基层女会计
贪污逾千万
800万用于美容

据新华社南京新媒体专电（记
者朱婉君 朱国亮）记者近日从江苏
省高邮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原任
高邮市农委现金会计的柏某涉嫌利
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1000余万元，
其中 800 余万元被其用来美容消
费。目前，检察机关已对该案提起
公诉。

现年 30岁的柏某是“80后”，
2009年参加工作。办案人员介绍，
在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
间，柏某利用担任高邮市农委现金
会计的职务便利，通过伪造银行对
账单、从银行提取现金、私自将公款
转入个人卡中不记账等手段作案57
起，累计贪污公款1000余万元。

柏某走上贪腐之路，源于一个
“变美”的念头。“单位同事闲聊时经
常说到自己的美容经历，她们皮肤
很好，我很羡慕；相亲时，因为脸上
有痘痘，总不成功，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想通过美容来改变自己。”讯问
笔录上记录着柏某的这段话。

经侦查，自2013年1月第一次
踏入高邮某美容院起，柏某在那里
的消费金额从最初的几千元，发展
到几万元、几十万元、直至几百万
元，她坦言“美容让我欲罢不能”。
而为她美容“无底洞”买单的，则是
单位擅自设立的“小金库”。

由于动用了第一笔钱后没有被
发现，柏某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嫌

“取现太麻烦”，干脆办理了一张私人
借记卡，方便挪用单位资金为个人美
容买单。

渐渐意识到自己无力偿还后，
已深陷美容幻想的柏某索性“破罐
子破摔”，她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发
现，但当时只想着美容项目能做一
次是一次，等被发现了再说”。办案
人员侦查发现，截至2015年3月，柏
某在这家美容院累计消费800余万
元，一次性消费最高达100余万元，
甚至有时会全身贴满每张上万元的
面膜。

为了掩饰自己的贪污行为，柏
某伪造对账单和利息单，做假账使
账面收支平衡。直到2016年4月，
单位进行岗位调整，柏某感到自己
的罪行无法掩盖，于是主动投案自
首。

“由于自己的虚荣心，把单位的
钱拿出去美容消费和个人开支，在
两年的时间里都不知道收手……我
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害
人害己。”柏某在悔过书上写道。

今年上半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17.7万辆
9月11日，在济南市舜耕国际会展中心，市

民在了解江淮新能源汽车。
近两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持了持续高

速增长，2015年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
生产和消费大国。201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
汽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产销量分别完成
17.7 万辆和 17.0 万辆，同比增长 125%和
126.9%。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官员顶替上学 引发“实名”举报

新华调查

邵阳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主任兼
干部监督科负责人罗伟宏向记者介
绍，网上出现新宁县副县长候选人拟
提名人选冷立群“学历造假”举报后，
邵阳市委立即安排市纪委、市委组织
部组成联合调查组，于8月25日下午
赶赴新宁县开展调查。

但调查组旋即发现，由于时隔太
久，县教委没有电子档案留存上世纪
90年代的学生资料，无法确认。

随后，调查组成员调取了冷立群
的档案资料。“因为上世纪90年代档案
资料管理不够详尽，冷立群小学资料
无。而从中学开始到中专，他都是以

‘蒋录明’的身份就读。中专毕业之
后，‘蒋录明’更名冷立群。”罗伟宏说，
冷立群对调查组称，他1990年在回龙
镇的二中读了一年的高中，因为想复
读考中专，后来在巡田乡的塘尾头中

学找了一个“蒋录明”的学籍读了书，
1991年报考了中专。

调查组通过走访塘尾头中学原教
导主任李泽球等人，查证了冷立群冒
名入学的过程。据悉，冷立群的班主
任肖老师父亲与冷家熟识。冷立群成
绩素来不错，但如果1992年考大学，
有可能考不上；即使考上了，因为当时
国家政策变化，可能也不包工作分配。

“按照当时的政策，只有初中应届
毕业生才能报考中专。而当时已经上
了高一的冷立群失去了报考资格。”一
位参与调查的人士介绍，1990年正在
教初三的肖老师等将已经辍学打工的
蒋录明的学籍从巡田中学调到塘尾头
中学，再让冷立群以蒋录明的身份报
考中专。最终，顶着“蒋录明”之名的
冷立群考上了邵阳农校。

记者查看了当年“蒋录明”的中考分

数，7门考试总分为663分，在当地拔尖。
因为肖老师如今已经去世，时任

“蒋录明”班级语文老师的李泽球、数
名当时同班同学均向调查组确认，当
年初三时班级确有一名转学生“蒋录
明”，“就是现在的冷立群”。

蒋录明告诉调查组，自己辍学后
没有再读中专，也从未发过什么举报
贴，对冷立群一事更是不知情。

冷立群考取中专后，以“蒋录明”
的身份分配了工作，在新宁县巡田乡
政府工作。档案资料显示，1996年，冷
立群向县委组织部门递交了申请改名
的报告：称因亲姑姑年轻时膝下无儿，
他曾过继给姑姑作儿子。后姑姑生育
小孩，他10岁又回到了父母家生活。
因此，希望恢复原来姓名。

这份报告中，有当地乡政府的签
字“情况属实”，后经县委组织部批准。

“冷立群冒用蒋录明的初中学籍、
姓名参加中专入学考试，之后被录用
到原邵阳农校就读并获得中专学历，
并非截取盗用蒋录明的录取通知书入
学。”罗伟宏介绍，冷立群冒用学籍复
读、报考的行为属于弄虚作假。此外，
冷立群还存在档案填写不实和不如实
向组织报告有关情况等问题。

据了解，冷立群属县管干部，其档
案存放在新宁县委组织部。冷立群从
科员到县发改局局长，经历多次提

拔。依照规定，提拔使用前必须进行
档案审查，却从未发现其冒名入学的
问题。

“冷立群事件暴露出对档案审核
把关不严的情况，邵阳今后将采取更
严格的措施，严把资料审核关卡。”一
位参与调查的人士说。

邵阳市委研究决定，取消冷立群
副县长候选人提名资格，对其违纪违
规行为依纪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并对
冷立群更名批准、档案审核相关责任

人启动追责程序。
记者了解到，举报者自称“蒋录

明”，但实际上并非蒋录明本人。而举
报人在冷立群提拔之际冒用“蒋录明”
进行“实名举报”，其用意尚不明确。

“在提名公示期间，组织部欢迎社
会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不管是否
属竞争对手所为，只要情况属实，都会
对不法行为进行追究。”罗伟宏说。

记者谢樱
（新华社长沙新媒体专电）

冒名上学折射档案审核程序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