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知要求

教育部23日公布《关于做好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对

推进
多校划片

压缩特长生
招生规模

加强普通高中
招生考试管理

各省（区、市）要统筹

等作出具体规定

公办和民办中小学

户籍学龄人口和随迁子女

招生入学工作

重点大城市和市县

●要积极稳妥推进所有地市、县（区）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为每所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科学划定服务片区范围

●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均衡、择校冲动强烈
的地方，积极稳慎推进多校划片

●对于有空余学位的公办热点学校和报名
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民办学校，引导学校采取电
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

●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
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

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

通知提出

制图/陈海冰

教育部为义务教育“择校热”再降温

2020年前
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

“改革开放的
一声春雷”

小岗“大包干”成
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起
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亿万人民踏上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新征程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
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

——摘自歌曲《在希望的
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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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葡萄园内，农民准备进园采摘。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向着新航程扬帆奋进！
——从小岗精神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一个村庄的位置可以
有多高？

安徽，小岗村，以不到
100米的海拔标记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精神高地；

一枚手印的力量可以
有多大？

立下生死契，按下18
枚红手印，释放出中国改
革开放的初始动力。

40年前，发端于小岗
村的“大包干”成为改革开
放一声春雷……正是从那
一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
亿万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
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
伟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由此开启了伟大的实
践征程。

在中国迈入新时代的
今天，让我们重温小岗精
神，从波澜壮阔的伟大变
革中汲取力量，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创造新时代
改革开放的荣光。

冬日的皖东北，阳光普照。
“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

了我第二次生命。”当年起草“大包
干”生死契的严宏昌坐在宽敞客厅里
回忆。

1978年冬夜，小岗人托孤求生、
立誓为盟，在一张破损褶皱的薄纸片
上，按上 18枚鲜红手印，“分田到
户”。

“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
开放的一声春雷”——2016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当
年农家”院落的大包干签字室时这样
称赞。

18枚红手印，见证了一段艰辛
的岁月。

“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
逃荒。”“大包干”之前小岗人讨饭所

唱的凤阳花鼓词，反映了那时生活状
况。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考验着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包干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改
变了原有的分配方式，责任到人，极
大释放了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生产
力。

次年，小岗整个生产队粮食
总产 13.3 万斤，是前十余年产量
的总和。

历史的走向，总是隽永深长——
在小岗农民按红手印的那个

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
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从此

开启。
小岗改革火种得以幸存，还得益

于安徽省委的支持，特别是党中央的
肯定！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
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
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
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
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小岗村民
文化广场上，一本摊开的《邓小平文
选》雕塑镌刻着这一讲话。

冰河解封，大地开化。
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向城市延

伸。农民工进城、个体户、企业承包
经营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对外开放、特区设立等重大举措不断
推出……

“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改革就有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穿越时空，一脉相承。
2004 年，“省城干部”沈浩被

选派到小岗任村党委第一书记，当
他两次任职将满时，村民两次按下
红手印“请愿”连任。2009 年，沈
浩因积劳成疾心脏病突发逝世于
小岗村，噙满泪水的小岗人又一次
按下红手印，修建陵园让他永远

“留”在小岗。
从按红手印首创“大包干”，到三

次按红手印留住“沈书记”——这四
次红手印，是党心民心团结一心、持
续开创改革新局的最好见证。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的方向、
历史的宣示，也是人民的选择。

2018年，一条停靠“凤阳小岗”
附近的高铁进入勘察准备阶段。

路的变迁，让人百感交集。“大包
干”之前小岗的土路蜿蜒逼仄，1997
年第一条水泥公路诞生，2008年改
革大道通车。

40年来，路似守望者，目睹亿万
中国人沿着改革开放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奔向强起来。

冲破僵化思想桎梏，改革开放释
放空前发展动力——

1983年，严宏昌一家吃饱肚子
不再是问题。他去了趟浙江农村，发
现义乌人在用“鸡毛换糖”等方式发
展经济。他带回塑料切割机，办起小
岗第一家工厂。

在安徽芜湖，年广久经营的“傻
子瓜子”很红火，但也陷入争议。

这件事惊动邓小平，他说，“让
‘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被压抑已久的活力一旦释放，无
数个“年广久”汇成中国蓬勃发展的
洪流。

历史，以令人感慨万千的方式，
奔涌向前。

在十年前区划调整后，小岗行政
村现辖23个村民组，4000多村民，
人均收入超1.8万元。

今日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高铁、共享单车
国际驰名……

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展开，改革
开放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
——

凤阳的名片——凤画，画中凤凰
“九尾十八翅”。

“改革开放是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全面进步。”凤阳
县委书记徐广友说，“九尾十八翅”同
频共振，社会主义这只金凤凰才能振

翅高飞。
小岗人干起红色旅游，把村里

带井台、猪圈的茅草屋，改建成
“当年农家”旅游点。沈浩纪念
馆、葡萄示范园等“红色符号”和
生态景区结合的旅游线路，每年
吸引几十万游客。

“生态还凤阳，凤凰重振翅。”
离小岗不远有座凤凰山，曾因开
山取石而千疮百孔。近年，凤阳
停止采石，把凤凰山打造成了生
态园。

百折不挠勇向前，增强改革开放
的信心和勇气——

1993年，作为“岗二代”的严宏
昌之子严余山、严金昌之子严德双、
关友江之子关正景相约到广东东莞
打工，城市的繁华令他们震惊。

小岗首创“大包干”后，在一段时
间里发展却滞后了，“一夜越过温饱

线，20年没过富裕坎”。
创出多项专利技术、在上海等地

办厂的严余山，回村办企业却遭遇
“滑铁卢”：投资的瓶盖厂、电表厂夭
折。

严余山失望离乡。
何止小岗，全国改革都在破解难

题中前行。
小岗从一度迷茫中奋起，在上级

党组织领导下，特别是在以第一书记
沈浩为代表的村两委带领下，小岗人
发扬“大包干”精神，再度开启改革新
局面。

小岗产业园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改革支持基金设立……党的十
八大以来，特别是2016年实施“三
年大变样”行动后，小岗迎来快速
改革发展期。

严余山又回来了，成为首个入选
小岗村党委的“岗二代”。

严余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厚
厚的插图版小岗村旅游总体规划。

“改革标志，幸福小岗”是未来的
形象定位：“国家5A旅游景区、全国
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国内知名特色小
镇、皖北乡村旅游典范”是小岗的发
展目标。

这是小岗村在新时代的“乡村振
兴”蓝图，也是小岗人眼下正忙活的

“大事”。
小岗，如同迈入新时代中国的缩

影，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扬帆新启
航。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
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
取得突破性进展，360个重大改革方
案、1500多项改革举措推出并落地
生根，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
拔地而起，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
变革。

“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2017年 10月 25日，再次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
面时的话语掷地有声。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由人民来
“阅卷”的新赶考——

2017年 10月 18日，“大包干”
带头人严金昌在自家开办的饭店里
观看十九大开幕会。

“总书记的报告给大家吃了定心
丸，我可以甩开膀子搞农家乐。”流转
了全部土地的严金昌，听到习总书记
说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时格外振奋，“准备在后院空地上
再建一栋三层小楼，建特色民宿。”

从强调“物质增长”到注重“公平
正义”，从“以GDP论英雄”到更在意

“环境生态”……在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的今天，民心所望就是改革

所向。
这是依然要过“娄山关”和“腊子

口”的新长征——
“一切不触及矛盾、不解决问题

的改革，都是形式主义。”小岗所在的
安徽滁州被誉为“改革之乡”，市委书
记张祥安快人快语。

滁州市近年来把农委、食药监、质
监等各家都相近的检验检测业务整合
集中。但“一合激起千层浪”，有的“上
级婆婆”不干了，直接发函警告地方。

“原有的牌子不摘，人和机构简化合
并”——压力之下，滁州这样“应招”。

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
需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对全面深
化改革作出总部署。今后，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领域将更广、举措将
更多、力度将更大。

这是凝聚力量、抓住大有可为的

历史机遇期的再出发——
在小岗的年轻人看来，改革开放

40周年是对小岗一次审视，也是一
次考验。

“父辈们的大包干解放了生产
力，掀起了改革浪潮，今天怎样继
承发扬小岗精神，如何再出发？”这
是小岗之问，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
之问。

今天的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拥有以往从未有过的物质
条件和机制优势，也正处于一个大有
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今
天的新长征，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
改革大潮奔腾不息。今天的小

岗村如同迈入新时代的中国一样，向
着新航程扬帆奋进……

（新华社安徽小岗2月23日电
记者王正忠 张旭东 杨玉华 熊争
艳 张紫赟 陈诺）

中国保监会依法
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
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被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谭谟晓）中
国保监会23日宣布，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依法
提起公诉。鉴于安邦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
营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为保持安邦
集团照常经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规定，保监会决定
于2018年2月23日起，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
管期限一年。

民政部拟规定

儿童福利机构监控录像资料
至少保存3个月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罗争光）民
政部23日就日前起草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公
开征求意见，其中拟规定，儿童福利机构要建立安
全保卫制度，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个月。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5类儿童福利机构可以收
留抚养的未满18周岁儿童，包括：无法查明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父母死亡且没有其他依法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没有其
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经人民法院指定由
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法律规定其他应当由民
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

2月22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
基地，“猎鹰9”火箭发射升空。美国私企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22日发射一枚“猎鹰9”火箭，除将一
颗西班牙卫星送入轨道外，还将该公司卫星互联
网项目首批原型卫星送入太空，为搭建由约1.2
万颗卫星组成的太空“星链”做准备。 新华社发

为搭建太空“星链”做准备

美私企发射卫星互联网项目
首批测试卫星

特朗普宣布

美将对朝鲜实施
“史上最大规模”制裁
涉及56个涉朝实体和个人

新华社华盛顿 2月 23日电 （记者朱东阳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宣布，将对朝鲜政府
实施“史上最大规模”制裁，美国财政部将很快出
台针对56个涉朝实体和个人的制裁措施，以切断
朝鲜核项目的资金源。

当日，几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对媒体表示，
此次将有27家船运和贸易公司、28艘船只、一名
个人受到制裁。

纪念改革开放40年特稿

“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恰如撬
动历史的支点，以雷霆
万钧之势席卷神州大
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越走越宽广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
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摘自歌曲《春天的故
事》

⬅拼版照片：上图为1978年冬，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资料照片）；
下图为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新起点上
实现新突破”

中国“再出发”，继
续沿着改革开放的康
庄大道奋勇前行，不断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
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
你……”

——摘自歌曲《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

（据新华社2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