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要 闻 2018年4月5日 星期四
责编：石 畅 卢泽华 邮箱：cnshichang@foxmail.com

本报北京4月4日电（记者严冰） 为坚决遏制和惩处破坏森林和野
生动物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4月1日至5月31
日，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春雷2018”专项打击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在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重要生态区域
内毁林开垦、毁林采矿、非法占用林地，在候鸟迁徙沿线非法猎捕候
鸟等野生动物资源，非法买卖象牙及其制品，以及为牟利直播或传播
滥捕、滥食野生动物视频等违法犯罪行为。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期间，各级森林公安将利用微博、微信等
多种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共护共享林业生态建设成果，发动
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力争发现一批有价值的违法犯罪信息，集中查处
一批大案要案，坚决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3 月下旬起，高校陆续公布
2018 年自主招生简章，高等院校
自主招生序幕拉开。相较往年，
今年的自主招生有不少新特点，
比如全力鼓励“学生自荐”、“严
惩造假”维护公平。自主招生，
作为对现行统一高考招生按分数
录取的一种补充，正在为更多学
子提供公平公正进入心仪大学的
机会。

学生自荐 看重素质

2017 年，四川高中生龙新力
借助自主招生选拔，顺利考入清
华大学。清华大学的“领军人才
计划”为其提供了 30 分的高考降
分。这个计划也带有自主招生性
质，但更看重综合素质。

高校自主招生旨在选拔具有
各类特长和创新潜质的高中毕业
生。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的申
请条件包括突出才能、研究创作
和学科奥赛三个方面。同时，综
合素质高、品学兼优的学生还可
通过“领军人才计划”获得高考
降分优惠。

今年，北大、清华、人大等
高校纷纷提供10分至60分不等的
降分优惠，对部分极为优秀的学
生甚至可降至一本线录取。截至3
月 30 日，除中山大学、西南交通
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具
有自主招生资格的试点高校已全
部发布其招生简章，其中 77 所院
校面向全国招生，13 所院校针对
本省市招生。

推行十余年，自主招生政策
正在不断优化。“中学推荐为主、
个人自荐为辅”的“老法子”已
经被“学生自荐”代替；“北约”

“华约”等笔试联盟也在2015年后
不复存在，各校开始单独组织考
试，考试时间也被安排在高考之后。与此同
时，网络化的报名方式减轻了学生压力。

不唯竞赛 综合评判

3月 21日，教育部印发通知，明确今年高
考招生将全面取消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
竞赛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而在近日发布的

武汉大学自主招生报名条件上，
“学生在高中阶段获得各类竞赛名
次、发表论文和获得专利成果的
享有优先资格”的规定被首次删
去。

武汉大学招生工作处处长王
福表示，用同一把尺子去评价学
生并不科学，完全依靠竞赛成
绩、论文发表情况进行评价容易
造成错误的社会导向。

目前，“不唯竞赛、综合评
判”已成自主招生的选拔趋势。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震向
本报指出：“不论是学科奥赛还是
科技创新赛事，都只是我们参考
的一个方面，不能代表全部。我
们同样鼓励那些在研究实践、文
学创作和创新设计方面成果突出
的学生报考自主招生。”

与往年相比，科技类赛事加
分升温，不少新兴专业开始纳入
自主招生范围。北京大学新增计
算机类招生，东南大学新增网络
空间安全专业，并设置人工智能
和未来网络大类，华中科技大学
等则认可学生在中国青少年机器
人等大赛的成绩。

严惩造假 维护公平

近日，教育部下发文件，要
求高校严格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工
作，提出严格报名条件、严格材
料审查、严格学校考核、严格监
督制约、严格惩处造假的“五严
格”工作要求。从此以后，那些
打着包通过、提供所谓专利论文
的名义进行虚假宣传、敛财、干
扰正常招生秩序的中介机构将会
受到严处。

王福坦言：“自主招生出现以
来，部分家长、中介机构就把它
单纯地当做进入名校的‘新途

径’。”教育部的新举措将进一步净化高校考试
招生环境，维护教育公平。

此时此刻，武汉高三学生赵宇轩正信心满
满，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和
自主招生。曾获得过数学竞赛奖项的他向本报
表示：“我的妈妈帮我在网上申请了自主招
生，我希望将来能读数学系，到北京，上清
华、北大。”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3日电（记者徐剑梅、孙丁） 美国志
愿援华航空队 （飞虎队） 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遗孀、著名美
籍华人、中美“友好使者”陈香梅女士 3月 30日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特区家中逝世，享年 94 岁。据 《华盛顿邮报》 3 日报
道，陈香梅的女儿陈美丽说，母亲前不久中风导致并发症。

陈香梅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香港的岭南大学，当过战
地记者，1947年嫁给陈纳德将军。陈纳德1958年病逝后，陈
香梅定居华盛顿，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数十年来，陈香梅活
跃于美国政界和外交界，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事业，推进中
美互利合作。她曾多次陪同美国代表团访华，带领部分美国
飞虎队老兵与家属代表重回中国故地，缅怀抗战英烈，祈祷
世界和平。

2015 年 9 月，陈香梅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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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2018”专项打击行动启动

4月4日下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暴雪蓝色预警，预计当日傍晚到
夜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有
暴雪。图为行人在北京羊坊店路上行走。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北京发布暴雪蓝色预警北京发布暴雪蓝色预警北京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遗孀

陈香梅女士在美国逝世

日本友人松冈环女士 （左） 自1988年起近百次来到南京，
访问了300多位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并将思路比较清晰的幸存
者邀请到日本召开证言集会，通过录像、录音留下了数百盘珍
贵的影像资料。4月 4日，她将这些影像资料捐赠给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南京大屠杀历史又添新证南京大屠杀历史又添新证

外交部：

贸易战发起者最终将损人害己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 301 调查
征税产品建议清单，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4 日表
示，妄图通过施压或恫吓使中国屈服，过去没有
成功过，今天也不会。

关于美方措施对中方将会造成多大影响、中
方能否承受的提问，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贸易战没有赢家，发起者最终都将损人害己。美
方的措施首先伤及的是美方自身利益。我们希望
美方倾听这些理性、务实的声音，早日摒弃错误
做法，回到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

“至于你问到美方措施对中方造成的影响问
题，我可以告诉你，当然有影响，但我们可以承
受。”耿爽说。

他说，回首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风雨历
程，我们经历了诸多挑战和困难、干扰和打压，
但正是在化解、克服、应对的过程中，我们的实
力不断增强，自信不断增加。妄图通过施压或恫
吓使中国屈服，过去没有成功过，今天也不会。

商务部：

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

商务部 4日表示，中方已经于 4日就美国对华
301调查项下征税建议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
提起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罔顾世贸规
则、背弃自身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公布对华 301
调查项下征税建议，拟对中国约1300个税号的产
品加征 25%关税，将涉及我约 500 亿美元出口。
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仅严重损害了中方的合法权
益，更是对世贸组织规则的公然违背，势必将减
损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中方
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

呼吁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一道抵制

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张向晨 4 日发表

书面声明说，美国根据“301 调查”报告公布拟
对华采取的关税措施，蓄意严重违反世贸组织最
基本、最核心的规则和精神，是典型的单边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对此，中方强烈谴责，坚
决反对，并准备对美产品采取对等措施。

张向晨表示，美国“301 调查”报告歪曲事实，
东拼西凑，完全不符合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扩
大对外开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情况。他
指出，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上，“301条款”曾
肆虐一时，臭名昭著，遭到很多国家抵制，自本
世纪初以来已偃旗息鼓多年。

他强调，美国的做法严重动摇了世贸组织的
根基，使多边贸易体制置于空前险境。中国呼吁
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和中国一道，坚决抵制美国的
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中国驻美大使馆：

美方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3 日发表声明说，中方强
烈谴责、坚决反对美方在毫无事实依据情况下发
起对华“301调查”并公布征税建议。

声明说，美方做法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基本
原则和精神，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不利于美国国家利
益，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利益。

“来而不往非礼也。中方将立即诉诸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机制。同时，将根据中国有关法律，对
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希望美方保持理性，着眼长远，不要在错误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声明说。

中国国际商会：

坚决支持对美反击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国际
商会 4 日发表声明，代表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坚
决反对。

中国国际商会的调查显示，中国一直是包括
美国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青睐的投资目的国，过
去数十年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取的丰厚回报，远高

于在其他地区的收益，这都得益于中国为外资企
业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声明称，中国工商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有关
部门将采取的对等措施，坚决支持中国政府运用
法律、经济和其他一切必要手段对美进行反击，
以捍卫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维护多边经贸
体系。

声明并称，中国工商界发现，美国存在诸多
滥用知识产权和所谓安全审查等限制中国企业对
美投资的行为，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推动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营商环境。

中纺联：

希望美通过正当程序解决贸易争端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回应称，美国此举不
得中美两国业界人心，势必影响中国纺织服装
企业进一步赴美投资及为美提供就业。希望美
方回到 WTO 框架下，通过对话和正当程序解
决贸易争端。

中纺联表示，对企业而言，会提高中国企业
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损害纺织行业企业对美进
一步投资的意愿。但对产业而言，在我国纺机类
产品出口中，对美出口所占比重较小，不会产生
根本性影响。

机电商会：

坚决反对美对我产品加征关税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将对美产品采取同等
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以维护中方自身合法
利益，我们予以坚决支持。”针对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宣布对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 25%关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及会员
企业 4 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美国这一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认为这将对中
美两国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并严重危害中美经贸
合作。

美国当地时间 2018 年 4 月 3 日，美贸易代表
办公室公布 301 调查限制措施中的拟征税产品
建议清单，拟对清单中的产品额外征收 25%的
从价税。此次公布的建议清单包含约 1300 个独
立关税项目，价值总计约 500 亿美元，涉及航
天航空、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机
电行业。

声明称，机电商会多次指出调查中美国的指
控与会员企业反馈的实际情况不符，中国知识产
权保护环境也已不断改善，美国的调查没有事实
依据。 （综合新华社4月4日电）

中国强力回应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坚决反对 对等回击
中国强力回应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坚决反对 对等回击
美国时间2018年4月3日，美国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

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约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
口。对此，中国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中国驻
美大使馆纷纷予以回应，谴责美方蓄意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行为。

清明时节，从北疆边陲到南海之滨，从东海海域到雪域高原，陆军部队官兵以多种方式祭奠和缅怀革命先烈。图
为4月3日，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代表赴福建漳州烈士陵园开展“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清明祭奠活动，官兵与小朋友
一起擦拭革命烈士墓碑。 谢文剑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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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记者丁静） 记者3日从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获悉，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有34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并投入
运营。运营规模、客运量等均创历史新高，可研批复投资额、投资完
成额为历年之最。

据统计，截至2017年末，我国内地共计34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
通并投入运营，开通城轨交通线路 165条，运营线路长度达到 5033公
里。其中，地铁3884公里，占比77.2%；其他制式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
度约1149公里，占比22.8%。

2017年，我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完成建设投资4762亿元，在建线
路长度 6246公里，在建项目可研批复投资额累计 38756亿元。全年城
市轨道交通累计完成客运量185亿人次，同比增长14.9%。

中国34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