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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亚6月18日电（沙洋
波 曾行贱 王柯鳗）6月18日，由导
弹驱逐舰长沙舰、导弹护卫舰运城舰、
综合补给舰骆马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
舰艇编队从三亚起航，赴俄罗斯圣彼
得堡、加里宁格勒参加中俄“海上联合
—2017”军事演习第一阶段行动。

海军副司令田中代表海军司令沈

金龙、政治委员苗华，到码头为参演官
兵送行并讲话。田中表示，这次任务
航程远、时间长，内容多、海区复杂，编
队全体官兵要坚决贯彻习主席和中央
军委战略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忠诚使命、不负重托，以坚定的信
念、旺盛的斗志、必胜的信心，充分展
示我海军官兵过硬的军政素质和优良

的战斗作风，以及威武之师、文明之
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上午9时，海军在三亚某军港为
舰艇编队举行欢送仪式。参演编队指
挥员俞满江、政治委员傅晓东向海军
首长请示起航后，编队各舰依次驶离
码头。

根据中俄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

双方海军将于7月下旬在波罗的海海
域、9月中旬在日本海及鄂霍茨克海
海域，分两个阶段举行代号为“海上联
合—2017”的联合军事演习。中方参
加兵力主要有驱逐舰1艘、护卫舰1
艘、综合补给舰1艘及舰载直升机和
陆战队员。

今年中俄联演的主题为“联合救援

和联合保护海上经济活动安全”，是两
国海军组织的年度例行性演习，旨在巩
固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
化两军务实友好合作，增强两国海军共
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提高两国
海军联合行动的组织指挥水平。

南海舰队司令员王海，海军、舰队
机关及官兵代表到码头送行。

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演下月举行

中国海军远航编队三亚起航赴俄

“互联网＋”时代下，大数据
与不少行业都“擦出火花”。填报
高考志愿时，除了翻书等“土办
法”，借助大数据的各类咨询服
务，为广大考生和家长开启了更
多的选择途径。

业内认为，相较于传统的经验
指导，利用大数据分析等科技设备

“指导”，是一种新兴的产业现象和
技术应用，既有一定的帮助，也是
因技术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变革的
必然趋势。但是受市场驱动，层出
不穷的产品能否保障真实有效，值

得引起重视。
胡浩表示，如果消费者选择技

术类工具，其中有个小技巧，就是先
抽查几个APP上的数据，与权威部
门的志愿填报指南或者汇编进行对
比，如果一致再使用，避免数据偏差
造成判断或选择失误。

贵阳市一高中年级组负责教师
付恩佑表示，目前这一市场有一定
热度，但是建议考生和家长不要过
度依赖这些商业服务，毕竟要价高，
权威性也没有太多保障。另外，填
报关乎个人所读专业和职业走向，

依赖的信息不只是高考分数，还涉
及兴趣爱好等更多因素，大数据不
可能完全知晓，相关专家指导也只
能作为参考。

另外，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
院教授翁泽仁建议，相关部门针对
当前高考志愿填报的各类商业服
务应尽早监管，形成从准入门槛、
权威数据到专家咨询等全产业链
的监督，从而保障类似商业服务更
安全有效。

记者龚雯 骆飞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大数据非万能 消费者应理性对待

高考填报志愿：

眼花缭乱的APP可靠吗？

如何填报志愿，选一所心仪的学校、一个合适的专业，成
了不少学生和家长近日忙碌的大事儿。相比传统手翻指南、
肉眼对比的“土法炼钢”，“互联网＋”大数据为填报志愿提供
了新路径。然而，市场上既有免费查询，也有动辄上万元的
“一对一”专家辅导，让人眼花缭乱。业内认为，大数据有其
高效便利的特点，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但也应理性看待，不
要过度依赖。

顾女士近来减少了刷朋友圈的
频率，一有时间就研究怎么帮银川
的外甥女选大学、挑专业，然而令她
苦恼的是，与高考填报志愿有关的
产品实在是太多。一开始用百度搜
索“高考”，之后试过支付宝的“高考
服务”，最后发现在手机应用里，与
之相关的APP还有一大堆。

“填报志愿是个技术活，一般人
很难做出最佳评估和选择。但就目
前来看，APP上的信息非常分散，
甚至还会有出入。”顾女士说。

记者下载了一款显示有23万
次安装的“高考志愿君”APP。在设
定“北京”“理科”“650分”三个条件
后，看到的结果是“冲刺推荐”7所、

“稳妥推荐”11所、“保底推荐”21
所，但每一所学校的预测分数线都
是6＊＊，要查看需支付28元。记

者注册并付费后，看到了上述39所
推荐学校的预测分数线，比如南京
大学661分、南开大学659分。据
这款APP介绍，可查询全国3730
所院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预测分数
线和名次线。

相比28元、38元等差距不算
太大的“估分选学校”“在线提问”，
市场上“专家指导”或“一对一”的
价格则是天差地别。比如“高考志
愿君”需要1998元，“高考派”则是

“预约线下咨询立即减免 1000
元”，另外“志愿无忧”的一对一咨
询最低价约1万元，如果向老师了
解职业规划还需额外酌情收费。
但是，当记者询问老师来自哪里，
客服只表示“是服务机构的老师，
至于什么背景，要当面与老师了
解，电话里不方便咨询”。

APP上的信息非常分散

记者粗略统计了数位家长的意
见，大部分对这类服务产品还是持
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

“知道一些APP，但没用过，觉
得没必要，志愿填报关键还是家长
或学生最后怎么选。”江苏一名应届
高考学生家长徐女士说，等过几天
分数出来，参考往年数据自己权
衡。目前手里有一本学校发的参考
书，涵盖了前3年全国大学的录取
分数，还有一个学校搞讲座时专家
推荐的光盘，花了300元。

上海一考生家长周女士说：“半
信半疑辅助填志愿的机构，除了辅导
入会费，有的还推出性格测试，我觉

得这对志愿填报来说不是很靠谱。”
升学服务平台“高考录取吧”创

始人胡浩告诉记者，消费者有这样
的反应很正常，因为这个行业良莠
不齐，门槛低、人员杂、规范差。目
前，比较常见的产品有两类：一是由
系统程序产生的志愿填报推荐，二
是“一对一”专家服务。

首先是数据。虽然主要来源是
教育部、省教育考试院、高校，但是
统计口径、维度、质量不一，导致最
后分析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参考性
会有偏差。因为不同公司获取数据
的方式不一样，有的通过公开信息，
有的通过非公开信息或者技术手段

破解等，其中可能会出现数据串行、
识别偏差、处理出错等。

其次是专家。针对高考市场，
服务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锁定在
可能差几分就能上个好学校或者平
时成绩中不溜的一批学生家长身
上，所以数万元的专家费，针对的不
仅是发榜后“一锤子买卖”，还包括
从高三开始就对学生进行成绩、性
格、兴趣评估分析，以及对家长培
训、心理咨询等。但是专家队伍鱼
龙混杂，有多年从事教育、招生的正
规军，也有一些兼职，甚至还有去年
积累了一些填报经验今年就来“讲
课”的家长。

高价咨询服务“靠谱”吗？

新华社郑州6月18日电 （记
者王林园）近日，一张郑州市中等职
业学校学业水平测试试卷刷爆网
络，原因是《城市轨道交通概论》科
目的试题前三道选择题一模一样：

“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1863年在
英国伦敦建成通车”，区别只是隐去
不同的信息作为选项，三道题互为
答案（试卷见左图）。

郑州市教育局回应称，郑州市
中等职业学校“送分试卷”确有其
事，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对相

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据郑州市教育局介绍，郑州市

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测试是由该
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牵头实施，
由职业学校根据学校专业设置情况
报名参加的非统一性考试。本次城
市轨道专业学业水平测试有5所学
校报名参加，参加人员为 2015、
2016级城轨专业学生。

郑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
本次城市轨道专业试卷的命题工
作，由郑州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

委托参与测试学校的老师进行，由
于命题老师责任心不强、郑州市职
业技术教育教研室审核把关不严，
导致试卷中出现“雷人”命题，严重
影响了郑州职业教育形象，造成了
不良社会影响。

“我们已对此问题展开调查，将
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严肃处理。”郑州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以此为戒，进
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改进工作作风，
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三道题互为答案

郑州一中职学校测试卷刷爆网络
郑州教育局回应“送分试卷”：确有其事，将严肃追责

“金星合月”21日晨上演
据新华社天津6月18日电 天文专家介绍，

21日晨天宇将上演“金星合月”天象，在天气晴朗
的条件下，感兴趣的公众可一睹有着“维纳斯”之
称的金星与一弯残月相依相伴的浪漫画面。

金星是距离地球最近、光度最亮的行星，我国
古代称它为“太白”。

行星合月时，月亮和行星在视觉上很靠近，无
论对于观赏还是摄影都是很有特点的天象。

据了解，金星作为晨星可持续到11月中旬左
右，虽然日出时的地平高度将有所下降，但观测条
件一直不错，肉眼清晰可见。

21日12时24分“夏至”

年中最热阶段即将到来
据新华社天津6月18日电 （记者周润健）

“骄阳渐近暑徘徊，一夜生阴夏九来。”《中国天文
年历》显示，6月21日12时24分迎来“夏至”节
气，意味着炎热天气的开始，一年最热的阶段即将
到来，多地将迎高温考验。

从气象资料来看，我国许多城市的历史气温
极值都出现在夏至以后。

针对一年中的最热时段，劳动保障部门提醒，
在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具
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
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
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因高温
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
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6月18日，参观者在交易会上观看无人机。
当日，第十五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在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展会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为主题，搭

建项目、技术、资本、人才发展平台，共吸引2000
多家企业参展。 新华社发

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开幕

“配送机器人”大学校园
完成首单电商无人配送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8日电 （记者郭宇靖
阳娜）18日上午，京东借助一款电动配送无人车
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首单电商无人配送。今年

“618”电商促销期间，京东在北京、杭州、西安的
多所高校开始无人配送车日常运营。

负责配送的小型电动无人车被京东称作“配
送机器人”，记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现场看到，这
种四轮无人配送车规格不一，涵盖从半人高到一
人高多款，主要依靠充电电池运行，充满电可行
驶约20公里。记者注意到，配送机器人具备多
个不同大小的货舱，可以按照既定路线自动导航
行驶。据京东一名研发人员介绍，配送机器人需
要应对配送时出现的各类复杂路况，包括路面、
行人、障碍物和其他交通工具等，机器人通过高
度智能化和自主学习算法，不断优化配送能力。
未来除了验证码取货外，机器人还将考虑加入人
脸识别等功能。

目前京东在全国设有1300个配送站点“京东
派”，未来将会在这1300个站点中的高校优先部
署配送机器人。平时人工配送每单成本约在5元
左右，无人技术大幅应用后末端配送成本有望大
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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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黄皮销售热线

儋州南吉黄皮树种植专业
合作社 符先生

13086038371
儋州市那大镇抱龙村委会

江茂村 唐先生
13976129972

海南儋州农产品

销售热线：
0898—23322333
海南儋州特色农产品121

电商体验馆海口地址：
海口长堤路34号南洋博

物馆酒店一楼

关注儋州农业品牌系列之 黄皮 主编：蔡佳倩 美编：杨薇

有传一句俗语：海南黄皮看
儋州，儋州黄皮看大成，大成黄皮
看南吉。

儋州市大成镇南吉村的黄皮
树对村民来说是摇钱树——近年
村里兴起黄皮采摘游，黄皮好吃
能卖出好价钱，这里的走地鸡甚
至因黄皮树“涨了身价”，黄皮走
地鸡是这里有名的一道菜；还是
风景树，这里的村庄还因有了大
片的黄皮树而独具特色。

驾车从儋州市那大镇沿225
国道往南在156公里碑处，往右，
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几何形拱
门，崭新的红色，醒目，别致，让人
产生走进去看看的冲动。往里

走，就是儋州百年黄皮园了。
走近村口，远远就能看到一

块巨石上刻着“百年黄皮·南吉
村”七个深红色大字。据考证，村
里多株黄皮树有超过百年的历
史，因而被誉为百年黄皮园。

南吉是个自然村，虽然只有
36户村民，种植的黄皮却有160
多亩。这里黄皮树都是自然生
长，没有人施肥，也没有人修枝，
与野生的没有什么差别。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吃南吉黄皮，原因就
是这里黄皮天然生长。

南吉黄皮树有历史，黄皮果
又好吃，有产业潜力。前几年，政
府给修了环村水泥路，又建了观

景台。去年，又进了全市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以主导产业为基
础，培育“一镇一业、一村一品”，
是儋州美丽乡村建设的方向。南
吉黄皮是生态产业，有百年历史，
建设美丽乡村产业基础扎实。

南吉村有个狮子岭，岭上古
树丛生，其中两株百年老树，偎
依生长，合成一体，人见称奇，当
地形象的称为百年同心树。来
南吉采摘黄皮的游客听闻此树，
都想登岭一睹为快。作为美丽
乡村建设的一部分，在村民们帮
助下，建设公司披荆斩棘，历时
7个月，修建了一条登山栈道和
两个观景台，十几分钟就可以登

上山岭。
南吉的黄皮好吃，用黄皮煮

出的鸡的味道也很特别。去年，
在儋州首届特色小吃和地方名菜
评比中，南吉黄皮鸡荣登儋州十
大名菜榜单。

“去年，村里只有两处农家
乐，同时只能接待90多位游客用
餐；今年，村里又增加两处农家
乐，同时可以接待200多位游客
用餐。”儋州市南吉黄皮树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符在明介绍，照
现在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南吉会
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裕。

本版策划/周月光
本版图文/周月光 李珂

儋州黄皮看大成，大成黄皮看南吉

依托百年黄皮园建设美丽乡村

儋州黄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