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机
动式”巡视的反
馈情况，4个单位
也发现了一些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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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录取通知书

发送虚假查分网址，
根据家长填写的个人信息进行精准电信诈骗

以高考为由头的“木马”诈骗

以“自主招生”名义行骗，
把“自主招生”渲染成“自由招生”

自称军校机关或招生部门人员，
谎称有“内部招生指标”“计划外招生指标”

谎称能办理艺术、体育、小语种等各类“特长生”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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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巡视
“回头看”的反
馈情况，4个省区
都发现了一些
问题

中船重工
违规用人、搞“小圈子”问题反映较多

国务院扶贫办
违纪违规使用扶贫资金问题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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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意识”需要进一步增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
不够到位，推进中央深化铁路改革
等决策部署不够有力，对上次中央
巡视发现问题整改不力；党内政治
生活不够严肃，民主集中制执行不
到位，选人用人存在不经组织程

序、个人说了算现象，个别领导干
部搞“小圈子”；“两个责任”落实不
够到位，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
有的领导人员在项目招投标中搞
利益输送、以权谋私，铁路建设工
程违规转分包、“黑中介”等问题依
然存在。

“四个意识”不够强，省委领导不
够坚强有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不够到位，落实中央有
关要求不够严格。扶贫工作不够精
准，存在急躁冒进现象。执行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不严，肃清白恩培、仇
和等“余毒”不彻底，政商关系不清，
政治生态遭到破坏。党内政治生活

不严肃，党建工作虚化。干部选任程
序不够规范，“带病提拔”时有发生。
履行“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减少腐败
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措施不够有力，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
题依然多发。上轮巡视提出的重点
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用人视野不
宽、违规配备干部等整改不力。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1 日 电
（记者朱基钗 罗宇凡）十八届中
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情况 11 日
开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
社会公布。当天公布了本轮巡

视对内蒙古、吉林、云南、陕西等
4 个省区开展“回头看”的反馈
情况，和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铁路

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等 4 个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
的反馈情况。

经中央批准，十八届中央第十二
轮巡视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9

所中管高校党委开展专项巡视，同时
对内蒙古等4个省区开展“回头看”，
对中央网信办等4个单位试点开展

“机动式”巡视。
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是十

八届中央最后一轮巡视。本轮巡
视过后，中央巡视将完成对省区市
地方、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重要
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和中管高
校的全覆盖。

“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不够有力，扶贫工作精准
度不够；政治生态不够健康，存在“好
人主义”，有的地方、企业经济数据造
假；对党建工作领导不够有力，党内
政治生活不够严格，有的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执行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规

定不够严格，有的领导干部“带病提
拔”；全面从严治党不够有力，“两个
责任”落实不够到位，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基层损害群众利益问题
时有发生，国企、交通等重点领域存
在廉洁风险；上轮巡视指出的办公用
房超标、违规兼职和违规配备干部问
题整改不到位。

一段时间，中央网信办“四个
意识”不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和工作要求不够坚决、
不够及时；政治责任感不强，落实
中央网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不够

到位；政治担当缺失，不正确使用
权力问题时有发生，维护政治安全
不够有力；政治生态不良，存在“小
圈子”问题；廉洁意识淡薄，管党治
党不严。

“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落
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够有力，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有待加强，执行中央精准扶贫政
策不够到位，有的地方经济数据
造假；党建工作抓而不实，党内政
治生活不够严肃，有的基层党组
织软弱涣散；选人用人制度执行

不够严格，“带病提拔”、违规用人
等问题时有发生；全面从严治党
不够有力，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不严，公款吃喝等问题禁而不
绝，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开发等领
域存在廉洁风险；上轮巡视指出
的文山会海、超职数配备干部等
问题整改不到位。

“四个意识”不够强，省委领导不
够坚强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够到位，存在重
表态、抢“头彩”，轻结合、疏落实现
象。对脱贫攻坚的政治认识不足，扶
贫开发工作有急功近利的倾向。党建
工作不够严实，党组织建设弱化。党
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存在“好人主义”

现象。干部选任程序不够规范，选人
用人问题反映集中。落实“两个责任”
不够有力，监督执纪偏软，压力传导层
层递减，矿产资源领域存在廉洁风险，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
依然多发。上轮巡视提出的超职数配
备干部、违规兼职，领导干部多占住
房、“文山会海”等整改不力。

内蒙古
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够有力

吉林
有的地方、企业经济数据造假

云南
肃清白恩培、仇和等“余毒”不彻底

陕西
选人用人问题反映集中

中央网信办
落实中央网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

中国铁总
铁路建设工程违规转分包、“黑中介”等问题依然存在

“四个意识”不强，聚焦主业主
责不够，落实中央对企业改革发展
的政治定位和战略要求存在差距，
对上次中央巡视发现问题整改不
力；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执行
民主集中制不到位，有的领导人员
没有如实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规定不严
格，对违规用人、搞“小圈子”问题
反映较多；“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到
位，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有的
领导人员纪律意识淡薄，顶风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的利用企业
经营管理权谋取私利等。

“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工作要求不够
坚决、不够及时；扶贫和低保政策衔接
不力，影响精准施策；扶贫分类施策不
够精准，帮扶责任未压实，落实扶贫政

策措施“最后一公里”问题未有效解
决；扶贫资金使用不够精准，资金拨付
不及时，闲置问题突出，违纪违规使用
扶贫资金问题多发；脱贫成效不够精
准，形式主义等问题时有发生。

十八届中央最后一轮巡视反馈情况开始公布

“好人主义”“小圈子”多次点到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魏梦佳）高考刚结束，各大高校的自主
招生测试又密集展开。10日至 22
日，北大、清华、人大等90所全国试点
高校举行自主招生测试并确定入选资
格考生名单。不少高校“扎堆”考核，
测试时间“撞车”，让考生不得不有所
选择。

今年的自主招生考核同样安排在

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
根据各校公布的自主招生简章，许多
重点高校的测试时间“撞车”。例如，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
等多个在京高校的测试时间全部安排
在10日至11日。

北京大学的三大自主选拔项目及
“三位一体”测试集中在11日至13日

举行。清华的测试项目也于10日进
行初试，通过初审的6000多名考生
同时参加初试，但为了“错峰”考核，
复试时间安排在16日至 18日。人
大的初试也在10日开考，复试则安
排在17日。

多校自招测试“撞车”意味着，一
些报考多所大学的考生只能选择一所
院校参加考试。对于报考外地大学的

考生来说，奔波的“赶考”将成为生活
常态。

据悉，各试点高校将于22日前完
成考核并确定入选考生名单、专业及
优惠分值，之后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
台公示。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高
考成绩后，组织本省（区、市）考生单独
填报自主招生志愿，原则上在本科第
一批次录取前完成自主招生录取并进

行公示。
自主招生，主要是选拔具有学科

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是对现
行统一高考招生按分数录取的一种补
充。自2003年我国启动高校自主选
拔录取改革试点以来，具备自主招生
资格的学校从最初的22所增加至目
前的90所，招生人数约占试点高校招
生总数的5％。

北大清华等高校自主招生启幕
多所高校“扎堆”开考

据新华社成都6月11日电（记
者吴晓颖）每年高招录取期间，总有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急迫心情，
设局诈骗。有关部门提醒家长谨防
所谓“分不够，钱来凑”的虚假招生承
诺，以及“内部指标”、虚假查分网址
等诈骗手段。如一些骗子利用考生
和家长不懂自主招生、定向招生政策
进行欺骗，吹嘘可以弄到某大学定向
招生计划，保证录取，公开叫价，收取
高额“定向费”。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已对
社会公布，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既要
达到高校自主招生测试合格标准，还
要达到高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
线，由高校择优录取。

近年来，以高考为由头的“木马”
诈骗成为新型诈骗方式。诈骗者向
考生和家长发送带有木马链接的短
信，或者在网站上设置一个诱骗性的
木马链接。家长点进去后，木马程序
便植入手机，获取关联银行卡等信
息，通过拦截获取支付验证码，经网
购消费变现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
红包转账提现。

专家表示，不论何种形式的招生
诈骗，都是围绕一个“钱”字，凡是涉及
钱财，考生及家长一定要高度警惕。
如果遇到招生疑难问题，要通过正规
渠道查询核实，不要轻易将考生身份
证号、准考证号等信息交予他人。同
时，要及时向招生机构或公安机关举
报招生诈骗，维护个人权益。

以高考为由头的“木马”诈骗成为新型诈骗方式

高考录取需警惕六种招生骗局

最大潜深6583米

“蛟龙”号完成
试验性应用100潜

6月11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离开水面，准
备回到船上甲板。

当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西太平洋雅浦
海沟进行了中国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的第9次
下潜，最大潜深6583米。

这是“蛟龙”号出海以来的第151次下潜，也
是“蛟龙”号自2013年开展试验性应用航次以来
的第100潜。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2017年全国
节能宣传周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安蓓）2017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11日正式启动。今年的宣传
周是我国第27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
有我，绿色共享”。

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培育和践行节约
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2017年
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决定
今年6月11日至17日为全国节能宣传周；6月13
日为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低碳日是我国第5个全
国低碳日，主题是“工业低碳发展”。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决赛落幕
东北大学代表队夺得冠军

6月11日，来自东北大学的师生在夺冠后合影。
当日，在山东省邹城市举行的第十六届全国

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进行了决赛阶段的比赛，8所
高校的代表队进入决赛，最终东北大学代表队夺
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建
将呈现最早中国都城历史风貌

据新华社郑州6月11日电（记者桂娟）“十三
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
馆11日开工奠基。两年多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
头遗址将向公众呈现最早中国都城的历史风貌。

二里头遗址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
中国最早王朝——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存，考古
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其都城面貌不断揭示。

二里头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发现中国最早
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中国最早“紫
禁城”——宫城、中国最早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
院”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中
国最早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并首次在宫殿
区发现成组贵族墓及随葬其中的绿松石龙形器。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
——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在这里，我们
已初步探明了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勾画出
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
大概样貌。”

关注高招

制图/陈海冰

湖南382个乡镇遇暴雨
据新华社长沙6月11日电（记者周楠）记者

从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截至11
日，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382个乡镇出现暴雨。
地处湖南西部的怀化市鹤城区、溆浦县、中方县、
芷江县局地受灾，部分地区出现城区内涝、村道中
断、农田水冲砂压等灾情。

据气象和水文部门监测，10日至11日，湘
中及以北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强降雨
主要发生在怀化、益阳、长沙、岳阳等地，全省
24小时平均降雨量21.6 毫米。点最大降雨量
为中方县铜湾镇黄溪源站，24小时降雨量高达
140.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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