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信用建设，发展第三方
征信服务。强化政府部门诚信建设，依法依规处理
“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哪些举措？

会议指出，要坚持应用导
向、立法先行，进一步加强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

一是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
的监管机制，推广告知承诺制。

二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强化信用约束，对侵权假
冒、坑蒙拐骗、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
光、坚决整治，让失信者受到惩戒和震慑。

三是坚决守住信息安全底线，保护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

四是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增
进群众福祉。

如何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方式？

四要提升基层执法能力，完善考核和问责免责
办法。

会议指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
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
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举措。

一要推动市场监管日常检查“双随机”方式全覆
盖，检查结果全部公开。对有投诉举报等情况需要专
项或重点检查的，也要严格规范程序。

二要加强顶层设计，统一“双随机、一公开”制度
和流程，整合各类市场监管平台。

三要推进跨部门综合执法、联合监管，减少多头
多层重复执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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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兰州6月6日电（记者王朋）王孝
锡，字遂五，1903年出生于甘肃省宁县太昌镇一
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在冯玉祥部队工作的中共党组
织负责人刘伯坚、邓小平等推荐王孝锡以国民党
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与胡廷珍等其他3名共产党
员一起赴兰州工作。党的八七会议后，王孝锡深
入陕甘交界十多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并写出了
《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农村调查及农村阶级分
析》等文章，开始探索农村武装斗争的路子。
1928年5月，王孝锡领导和发动陕西旬邑起义，
为党在陕甘边界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党组织在宁县一带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当
局的极大不安，反动当局开始血腥镇压革命活
动。1928年11月26日，王孝锡被捕入狱。在狱
中，面对反动当局一次次酷刑审讯，王孝锡以钢铁
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严守党的机密，坚
贞不屈、视死如归。同年12月30日，王孝锡被敌
人押往刑场，牺牲时年仅25岁。

浴血播火 大义凛然——王孝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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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市场监管领域推进管理方式改革和创新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6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在市场监管领域推进
管理方式改革和创新，全面推行“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决定全面清理各类
证明事项，更多消除群众和企业办事
烦恼；确定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社会信
用体系的措施，以诚信立身兴业。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都要推出
有利于促进市场公平和效率的监管创
新举措。

会议决定，顺应企业和群众呼声，
全面清理各类证明事项。一是对国务
院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设定的证
明事项，可直接取消的要立即停止执
行，并抓紧修改或废止规章、文件。年
底前先行取消申请施工许可证时需提
交的资金到位证明等一批证明事项。
二是对法律法规有规定，但可通过法
定证照、书面告知承诺、政府部门间核
查等涵盖或替代的证明事项，要提请
修法，依托信息共享和信用体系予以
取消。三是对各地自行设定的证明事
项，除地方性法规规定外，最晚应于年
底前取消。四是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
公布取消和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对
确需保留的要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办
理指南等。清单之外，政府部门、公用
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不得索要证明。

与改革同行
向着更公平

更有效率的方向不断推进

2018年6月5日，17岁的上海考
生顾昕伟和同学们一起来到校门前合
影，定格他们的青春记忆。再过两天，
他们就要迈入高考考场。

“和爸爸妈妈、师兄师姐一样，高考
将成为我们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和他们
不一样的是，我们的高考其实早已开
始，而不仅仅是这两三天。”顾昕伟说。

作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首批试点
省份之一，上海的学生除了参加语文、
数学、外语3门传统高考科目外，还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不同的
科目组合，进行“选课走班”；外语考试
一年两考，择高分计入成绩；贯穿高中
学习生涯的“综合素质评价”也在高校
招生中参考使用。

事实上，作为我国的核心教育制
度之一，高考制度不仅为改革开放选拔
出优秀人才，其本身也在国家发展中不
断进步，在人民期待中不断前行，在40
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实践着改革精神。

从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
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到
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再到
为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必要支持条件
和合理便利……高考制度在恢复之后
一直处于变革与调整过程中，始终针对
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作出完善。

目前，以上海、浙江为代表的改革
试点正在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的招考方式，健全“促进公平、科
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为“不拘
一格选人才”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为全方位考查考生的特长和潜
质，一些高校在自主招生中力求为考
生提供“一个舞台”，而非“一张考卷”。

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主招生
考场，“漫画图解对想象力是促进还是
抑制”“谈古诗词中的物理现象”“产生
酸雨的原因及危害”“食品中的增塑剂
与人体健康”等富有思辨、贴近生活的
灵活考题，让那些善于思考、注重知识
积累的考生感到“过瘾”，成为展现他
们综合素养的平台。

“改革高考制度，也倒逼了基础教育
与高等教育的改革，让教育系统培养的
人才更加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
要。”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
研究员夏学民看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已经从过去的资源驱动、劳动力驱动转
向创新驱动新模式，需要选拔培养侧重
基础研究和强化高技能的两种人才。

“与改革同向同行，高考才能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红利。”夏学民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不论家境不论出身，人人皆可
成才，正是高考的公平所在。改革
开放40年，通过高考这扇大门，亿
万莘莘学子迈入高等教育殿堂，毕
业后为国家奉献智慧和力量。

在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理科楼
里，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科学学院
教授张平文仍清晰记得，年少的他
为减轻家中负担，走街串户卖冰棍
的情景。因为家境贫困，一家人全
靠父亲种田糊口，张平文几乎不敢
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4年，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
张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从此开
始探索数学的奥秘。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高考，很
多像我这样农村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
出来，更不可能做学问。”他笑着说，那
一年数学最难，他“占了便宜”，全省平
均分仅40多分，他考了108分。

多年后，作为数学科学学院学
术带头人，张平文在复杂流体、移动
网格方法及应用、多尺度算法与分
析等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

所带领的科学与工程计算系经过近
20年发展也已枝繁叶茂、人才济济。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
敏洪曾在1978年至1980年3次参
加高考，最终考入北大。“如果没有
恢复高考，我将不会有机会走进北
大，在知识的世界遨游。”他说。

“高考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经历。”2009 年，上海考生邵子剑
参加高考，那一年正值梅雨季节，

“天气又闷又热”。进入北大国际
关系学院后，邵子剑和同学发起

“言传远疆”在线教育项目，为南疆
数所合作小学的数百名小学生提
供远程汉语教学。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高考还是
比较公平的一场考试，因为在考场
上，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命运而奋
斗。”他说，“如果没有高考，我或许
不能感受这样宽阔的平台和多彩的
生活，追求自己的梦想。”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
海峰认为，高考虽然从表面上看仅
仅是一项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出

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却会对
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深刻影响。

刘海峰介绍，恢复高考后3年入
学的90多万学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
各业的骨干，这批人成为改革开放
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
量，“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
着重要的关系”。

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2016年
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
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5，
规模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从30%增长到42.7%，中国正在快
速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考运与国运相连，高考制度与
社会进步紧密相连。

“高考制度对中国的经济、文
化、科学、思想、法律等各领域的改
革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程方平
说，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我国仍需冷
静总结历史经验，针对问题继续探
索制定更为科学的高考制度，“这是
一项关乎民族未来发展及国家竞争
力的严肃课题”。

知识改变命运
重启高考大门
拉开改革序幕

1977年8月初，还在安徽基
层蹲点的程秉谦，忽然接到通知，
要立即赶赴北京参加会议，“衣服
都没来得及换就匆匆出发了”。

如今已87岁的程秉谦说，当
时的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会议，
开启了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

在这场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
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
平明确支持。随后的高等学校招
生工作会议，最终确定恢复高考。

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
重新打开，“知识改变命运”的号
角，从此响彻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与改革的时代潮流交相呼应。

作为安徽省最早的高校招生
负责人，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程秉谦每天都忙于接听咨询电
话。在他看来，这些频繁的电话
背后，是人们对未来的希望，是基
层为社会输送知识人才的渴望。

持续40多天的招生工作会
议，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第一
次破例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
五卷的纸张解决77级的考卷用
纸……从主张恢复到正式考试，
不断破例彰显着恢复高考、改革
人才选拔制度的决心，也是思想
不断解放的最好例证。

“高考确确实实撬动了整个
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影响极为
深远，不仅仅是对考试制度的恢
复，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一个重要
的把手，用一个杠杆撬动整个社
会变局。”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
长戴家干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个人
和国家的命运，由此改变。

“我们的前途就这样与时代
紧密联系在一起。”1977年，21岁
的赵政国还是湘西山沟里的一名
车工，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科学院
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转折就发生在高考。1978
年，赵政国走入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成为近代物理系77级学生。
多年过去，他不仅自身为国家科
技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还培
养了多位高能物理领域的优秀
年轻人才。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具有
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意味着中
国高等教育从此恢复正常，从封
闭走向开放。”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这是中国
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不能不回望高考。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曙光普照中国大地；高考人才选拔

机制，为改革开放注入生机勃勃的人才资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巨变的关键动力
之一；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逐步推开，牵引教育综合改革“发动机”持续运转，写就一
份份浸润着改革精神的时代考卷。

开启人才成长之门
——与时代同行的高考改革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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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可成才 为改革开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闫子敏）针对美
国军方证实日前派B-52轰炸机飞越南沙群岛附
近海域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日敦促美方
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因为横行是有风险的，
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前几天美国国防部长还在炒作中国所谓南
海‘军事化’问题，现在美国军方又证实派了B-
52轰炸机去南海有关空域飞行。我不知道你们
美国媒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华春莹说。

“美派B-52轰炸机这样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到
南海是不是‘军事化’？！B-52轰炸机到南海也是
为了航行飞越自由吗？！如果有人三天两头全副武
装地到你家门口耀武扬威、探头探脑，你是不是应
该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和防卫能力？！”她说。

“我想再给美方几个忠告：第一，停止炒作所
谓中国南海‘军事化’问题，不要再睁眼说瞎话。
第二，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因为横行是有风
险的，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第三，中方不会
被任何所谓军舰军机吓倒，只会更加坚定地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华春莹说。

外交部敦促美方
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

6月5日，礼仪志愿者练习手势指引。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志愿者中，有8名是专职

礼仪志愿人员，她们都是青岛恒星科技学院空中
乘务专业大二的学生，担负着新闻中心三个发布
大厅的礼仪引导和服务工作。 新华社发

微笑上峰会 青春展礼仪

6月6日，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高级中学，考生在高考倒计时牌前做出胜利的手势。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朱基钗）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6日发
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曝光了
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
线索。这是中央追逃办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也
是自成立以来第二次以公告的形式集中发布针对
外逃人员的有关线索。

截至2018年4月底，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
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141人，其中
国家工作人员825人，“百名红通”人员52人，追
回赃款近百亿元人民币。

公告说，2017年4月，中央追逃办发布了《关
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向社会通报了
22名未归案“百名红通”人员藏匿线索。截至目
前，上述公告中已有任标、徐雪伟、刘常凯、黄红、贺
俭、李文革6名“百名红通”人员回国投案自首。

中央追逃办再发公告
曝光50名外逃人员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