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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9、30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陆
续进行了高考自主招生的面试。同期，在
上海，来自江浙沪三地的考生在上海交大
也参加了自主招生的面试。近期，“北约”、

“华约”、“卓越”三大自主招生联盟面试陆
续进行。

考生连轴转

29 日早上 7 时 40 分，清华大学，考
生开始进入考场。

考场外，不少家长在等待。来自浙江
的吴先生说，一到北京孩子就紧张地准备
复试，考试一结束就立即返回学校，以免
耽误正常的高考备考。“像我们这样来考
试的，有不少只是为了加分。我们就怕分
数没加着，正常的高考复习却落下了。”

还有的考生选择连续作战，考完了清
华大学的复试就马上准备另一所大学的
选拔。由于今年“华约”联考考试政策规
定，每个考生可申请七所学校中的两所作
为 A、B 志愿。“这次考试允许学生同时报
两所学校，一会儿孩子面试结束后要赶飞
机去上海参加交大的面试，机会总大一
点。”浙江王女士指着身边的行李箱说。

“听口音，你是福建的吧。”“对，我是
莆田的。我们那里都是一起来考试的，今
天一起来考清华，明天还有几个要去考北
大。”在 29、30日两天的考场周围，这样的

“老乡式”问候，不少，一个地区或是几所学校的考生家庭
抱团赴考。

考题接地气

清华问“老人摔倒扶不扶”，北大考“给米歇尔写

信”，考试多结合当下时事热点发问。清
华复试还涉及了“玉兔号”月球车、甲
午战争120周年等社会焦点。而北大在交
叉学科创新潜质测试中，也考查了雾霾
治理、告别微信等问题。

清华大学除了举行自主招生综合面
试和学科专业面试外，还进行了体质测
试。据了解，今年体测项目有微调，握
力测试改为体前屈测试，体测成绩优秀
者将给予增加自主招生认定分数的优
惠。

在交大的复试中，考生与面试老师
进行对话，每名考生须接受两轮共计 40
分钟的面试。试题从时事到学生个人生
活都有所涉及，如最近大热的马航失联
航班事件，成为大热门的问题。

正如一些家长预判的那样，大概的
题目都有准备，毕竟高中生能懂的不
多，主要是看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对于
社会上一些考前辅导班的考前培训，一
位考生表示，辅导班讲的和考试实际还
是有很大差别，“用处不大”。

考试是掐尖儿

学生进入自主招生面试的途径有校
荐，自荐，冬、夏令营和笔试等。在考
试现场了解到，除极个别是通过夏令营
入选之外，大多数考生仍是通过高难度
的笔试进入面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
说，高校并未降低对考生课本知识的要
求。“其实考试还是在掐尖儿。”正在等
孩子考试的谢女士说，“自主招生本来
是为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考生提供
机会，但这样一来还是选出了会考试
的。”

2014 年是高考保送生制度改革第一
年，这意味“五大学科竞赛”的学子们
不再具有被名校提前录取的资格，这些
学生转战自主招生考试，竞争进一步加
剧。

来自河北的李老师说：“这次学校来
的 17名考生中有一半以上是农村的，自
主招生确实能为更多考生提供上名校的
机会，而不是一张卷子定命运。”李老师
说，他们这批学生大多是通过清华的夏
令营过来的，他们课外经常翻阅时事杂

志和各种书籍，知识面广心态好。
然而来自某偏远县城的张老师却没这么自信，“虽

然这 5名同学的初试分数都不低，但面试备战中时事部
分都是临时突击的。没办法，平时课程压力太大了，没
时间关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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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记者郝亚琳、张鹏雄）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 31 日针对日方就习近平主席访德时有关演讲的言论表
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是无可辩驳的
历史事实，中方对日方采取的无理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针对习近平主席访
问德国时在演讲中提及日本侵华历史和南京大屠杀，日本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称，中国领导人在第三国发表有关言论不具建设
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我们对日方采取的无理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他说，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是无可

辩驳的历史事实，习近平主席在有关演讲中提及这段历史旨在强
调要在铭记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维护人类正义和和平，防止历史悲
剧重演，更好地开创未来。

本报北京电 （丁骏豪） 以“智慧发掘，魅力发
展”为主题的大型公益活动——“探寻中国发展型魅
力城市”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
学院、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的
相关专家出席启动仪式。专家学者就“探寻中国发展
型魅力城市”课题评价指标及“人的城镇化”、“地方
债”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在完善活动评价体系的同
时，为当前城镇化建设建言献策。

影响世界华人
盛典举行

本报北京电（记者刘峣）“世
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
典2013-2014”日前在北京大学百周
年纪念讲堂举行。首任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获“终身成就
奖”；致力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海协会
前会长陈云林、台湾海基会前董事
长江丙坤被授予“特别贡献大奖”。

华人盛典由凤凰卫视等十余家
知名华文媒体联合主办，今年获得

“影响华人世界大奖”的还有神舟十
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索契冬奥会
金牌得主李坚柔、张虹、周洋等。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龚建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孙保红 （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二、免去罗林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尔兰特命全权大使职
务；

任命徐建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尔兰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仇伯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

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瑞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特命

全权大使。

“起跑影响全程，开局决定全局”，云南省委书
记秦光荣这样概括全面深化改革开局的重要性。全
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在这个“改革之年”的春天，由
各地陆续出台的改革措施紧锣密鼓地实践着。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表示，改革第一年非常
关键，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关系到老百姓对
改革的信心，所以各省在选择“起跑”动作时，
都下了一番工夫。

以中央为纲出细化政策

“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能看出，中央的
改革措施很有具体性和针对性，不是空对空。在
这种精神指导下，各省对于 2014 年的改革任务，
都 在 具 体
化 、 细 化 ”。
竹 立 家 说 ，

“改革蓝图再
好 ， 也 要 细
化 了 才 有 可
操 作 性 ， 既
便 于 落 实 ，
也 让 老 百 姓
知晓。”

在山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的 251
项改革举措，进行了进一步的任务分解，以联络员
制度等落实推进；在广东，有针对性的 52条改革任
务，再次为这个改革大省注入了改革的血液；在河
北，59条改革举措描绘了该省的改革路线图。

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广受关注的户籍改革
为例，在广州，新的积分入户政策之下，长期从事环
卫、公共交通等特殊艰苦岗位的行业人员，想获得
户口将有专门的渠道；在河北，新的政策之下，凡符
合落户政策的，取消一切迁移附加条件；在苏州，申
请户口的材料被大大简化。

因地制宜破发展难题

“改革的精神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但在具体问
题上，各地应更加务实，因地制宜。”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表示，各地所遇到
的发展难题并不完全一致，从各地举措来看，普遍
具有针对性。

在天津，3 月 24 日敲定的国资改革路线图，以
22 条方案，明确了从 2014 年到 2017 年底的国资改
革目标。这一目标有进有退，被视作对国企改革这
块“硬骨头”的“全面开战”。

在甘肃，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该省创新城
乡规划管理机制，向全省8个城市派出第一批城乡

规划督察员，为确保成效，采取“一事一授权，
一地一反馈”的形式。

在广西，自治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
了7个专项小组，除了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下设的6个专项小组总体一致外，还根据自身区
位因素，特别设立了开放合作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下放权力推行新举措

在竹立家看来，各地要推行改革，权力清单是
关键举措，“将权力的边界理清，是现代化国家治理
体系的前提，因此可以说是改革的排头兵”。

进入2014年，各地在下放权力方面，更进一步。
宁夏今年将取消和调整 294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
和避免重复审批；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全力
打造行政审批速度最快的省份”；山东省今年将更
加注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含金量”，计划完成削
减任务的30%左右。

除了下放权力外，“负面清单”模式也受到多地
的青睐。在记者查阅的北京、辽宁等十多个省市的
2014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到了探索这一模式。

谨慎试点于法有据

在被称做“改革元年”的2014年，“试点”成为各
地改革中的热词。在受访专家看来，改革不可能一

蹴而就，一个
政策的推广亦
需要谨慎，当
下各省对于改
革难题进行试
点的做法，是
符合中央精神
的。

在土地改
革、公车改革、教育改革等多个改革“硬骨头”
上，各地都在陆续推出试点。

河北省希望将集体土地范围内农民住房登记
工作列入国家试点；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希望中
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能列入试点；云南省希望成
为电力改革的试点；江西省正在争取建设生态文
明示范省试点；四川省将推动成都创建区域性金
融改革试验区……

事实上，改革试点的作用已经显现。例如，
此前在上海自贸区率先试点的工商登记实缴制变
认缴制、企业年检改为年度公示等改革举措，已
在全国范围正式实施。

全面深化改革 各地起跑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全面深化改革 各地起跑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北约”“华约”和“卓越”三大自
主招生联盟笔试 3 月 1 日开考前，在安
徽合肥工业大学考点，考生在进场前抓
紧复习。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3月31日，江苏省兴化市千垛菜花风景区正式开园迎客。千垛菜花风景区油菜花开，蓝天、碧水、“金岛”织
就了“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的绮丽画卷。图为游人在景区欣赏油菜花。 周海军摄 （新华社发）

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外交部发言人称史实无可辩驳

强烈抗议日方无理态度

苗族喜过苗族喜过““招龙节招龙节””
招龙节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区苗族的重要节日，苗家人招龙旨在祈求五谷

丰登。3月14日至30日活动期间，该州举行了铜鼓芦笙盛会，“牛王”、“鸟王”争霸赛，苗族
飞歌等一系列庆祝活动。 （人民视线）

本报电（王丕屹） 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和国内名酒投资收藏领域
龙头企业歌德盈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中国酒
类流通协会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日前在成
都举行。

据了解，该委员会是迄今为止中国酒类行业最具
权威性的国家级名酒收藏行业组织。

““千垛菜花千垛菜花””喜迎客喜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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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
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2014年3月31日向军事法院
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
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2014年3月31日向军事法院
提起公诉。

谷俊山案提起公诉谷俊山案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湖北咸宁3月 31日电
（记者杨维汉、邹伟、李鹏翔） 刘
汉、刘维等 36 人涉嫌犯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
杀人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等案件，于 31 日由湖北省咸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1993年以来，被告人刘汉与刘维、孙
晓东 （另案处理） 等人通过在四川广
汉、成都和上海、重庆等地开设赌博
游戏机厅、经营建材、从事期货交易
等活动，逐步积累经济实力。自1997
年起，刘汉、孙晓东在四川省绵阳市
注册成立四川汉龙 （集团） 有限公司

（简称“汉龙集团”），并以汉龙集团
及其它经济实体为依托，伙同刘维先
后网罗了被告人唐先兵、仇德峰、刘
小平、缪军等人，逐步形成了以刘汉
和刘维、孙晓东为首的较稳定的犯罪
组织。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领
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刘汉、刘
维、孙晓东为该组织的组织、领导
者；被告人唐先兵、刘小平等 10 人
为骨干成员；被告人刘岗、李波等
20 人为一般成员。该组织内部分工
明确，刘汉负责决策和指挥整个组织
的运转，孙晓东负责执行刘汉指示及
汉龙集团日常经营管理，刘小平负责
汉龙集团财务管理，通过汉龙集团及
其关联企业的经营活动聚敛钱财，以
商养黑；刘维主要负责领导曾建军、
陈力铭、文香灼等人充当打手或保
镖，为该组织排挤打击对手，以黑护
商。该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或者其它手段获取巨额经济利
益，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
刘汉、刘维等人无视国家法律，聚集
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有组织地通
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并用以
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同时以暴力、威
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非法买卖枪支、非法
持有枪支、弹药等违法犯罪活动，为
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
方，在当地和采砂等行业形成非法控
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指出，被告人
刘汉、刘维等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
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
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罪，串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敲诈
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公务
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窝藏
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1 日的庭审过程中，27 名公诉
人出庭支持公诉，36 名被告人及其
50 名辩护人等到庭参加诉讼。部分
被告人对指控罪名无异议，部分被告
人否认指控。被告人亲属、被害人亲
属、群众代表和媒体记者等 500多人
旁听了庭审。

“探寻魅力城市”启动

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