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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5 日 电
高考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来到
教育部考试中心检查 2018 年
高考准备工作，通过国家教育
考试考务指挥系统了解有关地
方考场、试卷保管和分发场所
等情况，看望高考值班工作人
员，并向全国奋战在高考一线
的教师、同学们致以诚挚问
候，向为高考提供服务保障的
各个方面表示感谢。

孙春兰指出，高考是实现
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重要
制度，承载为国选人育人的重
大使命。党中央十分重视高考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维护和
增强全国统一高考在人才选拔
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各级党委
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中
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充分
发挥高考在促进学生成长、国
家选才、社会公平方面的重要
作用。

孙春兰强调，2014 年启
动的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已取得积极成效，当前要牢牢
把握“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
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有利于
科学选拔人才”的改革方向，
着力解决“唯分数论”“应试
教育”等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积极推进考试内容改革，
突出对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
查，发挥好高考的导向作用。
要稳步扩大高考综合改革省
份，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
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
式，促进学生全面、有个性地
发展。

孙春兰指出，维护高考安
全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
政治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精心组织、细化措施，确保
高考安全顺利实施。要筑牢考
试安全防线，确保试题试卷安全和考场安全，严肃整治考
风考纪，严厉打击高科技作弊和集体舞弊等犯罪行为。这
是高考组织工作的底线，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同时，在交
通出行、治安管理、卫生防疫、防暑降温等方面，要优化
服务，加强综合保障，营造安心、舒心的考试环境。她还
要求认真做好高考试卷评阅工作，严格招生纪律，加强信
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让考
生、家长和社会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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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利军） 6 月 3 日，河南省郸城县教
体局发布 《关于对光明中学违规组织考试招生的处理通
报》，通报指出，光明中学南校 6 月 2 日上午违规组织招
生考试，扰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经研究决定对光明
中学全县通报批评，黄牌警告，限期整改；取消当年评优
评先资格，核减 2018 年秋季招生计划 500 人；给予法人
代表张明玺、校长崔磊、南校校长韩栋、马仲杰行政记过
处分。

6 月 2 日上午，郸城县教体局接到多起群众举报，光
明中学南校正在举行招生考试。对此，局党组高度重视，
责成基础教育股、民管办、纪检组成立调查组，就违规招
生立即进行深入调查。调查时发现该校正在组织考试，法
人代表张明玺、校长崔磊、南校校长韩栋避而不见。该校
违规组织考试招生，违反了 《义务教育法》、教育部“十
项严禁”纪律和省、市有关规定，扰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
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严肃招生纪律，规范办学行为，依据 《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精
神，经县教体局党组研究，决定对光明中学作出上述处
理。对于群众反映的违规收费问题，待县联合工作组调查
后，再作处理。

河南一中学违规
招生被亮“黄牌”

本报6月5日综合消息 2018
年高考在即，各地高考考点布置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为确保招生
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各
地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力打造平
安高考、公平高考、诚信高考。

今年浙江对全省1万余个考场
均进行视频监控和实时录像，高
考试卷运送全程监控，所有保密
室 等 涉 考 场 所 同 步 远 程 连 线 监
控。天津市今年升级改造了全市
标准化考点，考生均在装有高清
视频监控的标准化考场考试，每
个考点均配有身份识别仪和信号
探测器，重点打击高科技作弊。

山西已安排省派巡视监督检查人
员 407 人，市、县将抽调监督检
查工作人员近万人，分赴各考点
开展巡视检查工作。

重庆今年强化视频监考员配
置，在所有考点都新增了高考视
频监督员。为确保高考听力设备
系统的顺利运行，各考点对指令
系统和英语听力系统都是双机准
备，以防万一。

为了谨防替考，内蒙古今年在
考点配备足够数量的指静脉验证
设备，对开考前 30 分钟到达考场
的考生进行指静脉验证，并且每个
考场均配备了金属探测仪，同时考

试期间，无线电移动监测车将随时
监控，对存在疑似作弊信号的考点
周边电磁环境进行重点监测。在
山东，教育厅近日通知做好高考期
间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对试图参与
作弊、预备充当“枪手”的，只要在
高考前主动交出准考证，退出考试
的，一律不予追究。

除了做好各考点安全工作，严
防作弊之外，保障交通畅通，为考
生创造和谐、安静的考试环境也是
各地的重点工作。在乌鲁木齐，部
分道路在高考期间临时管制，为运
送试卷的车辆优先放行，为接送考
生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

障赶考道路畅通。在青岛，公安交
警部门对学校周边乱停车、超速行
驶、乱鸣笛等典型违法行为进行了
严格查处，考点周边重点路段提前
安排警力清理乱停车，确保道路畅
通，坚决杜绝发生交通拥堵现象。
青岛市各交警大队还对考点周边
商铺、小区居民发放文明停车、文
明行驶温馨提示卡。长春市还对
露天烧烤、占道经营、商业促销等

影响考生学习和休息的经营行为
进行了清理，确保考点周边环境整
洁、规范有序。

吉林省公安系统将强化考点
内部及周边治安秩序整治工作，每
个考点配置警力不少于 20 人，其
中有 2 名女民警、2 名交警、2 名持
枪人员，有2辆警车，强化重点人的
排查，解决考生遇到的紧急问题。

（下转第八版）

爱心送考VR看考点 严防死守重点打击高科技作弊

各地全力以赴打造平安公平诚信高考

古明州因港而兴。自古以
来，宁波就是一个繁盛的对外贸
易商埠。以水为魂，倚港衍生，
与生俱来的港口血统推动着宁波
从陆地走向江河、走向海洋、走
向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港被国
家确定为中国大陆重点开发建设
的四个国际深水中转港之一，千
年商埠迎来了高速发展期。40年
的历程中，这座海港城市始终迈
着开放从容的脚步，勇立改革潮
头。

2013年，国家提出建设“一
带一路”倡议，给宁波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在开放千年之后，
古老港城如何再次起飞？在宁波
布局的众多引擎中，教育是其中
的关键动力。

搭戏台，教育成为城
市与世界对话的“窗口”

在中共宁波市委教育工委书
记朱达每周的行程中，几乎都可
以看到与不同国家开展教育合作
的内容。有人开玩笑似的对朱达
说：“你这个教工委书记倒像半
个外交官。”

面对这样的声音，朱达回应
道：“宁波要加快建设‘一带一
路’枢纽城市，教育可以先行一
步，成为城市与世界对话的窗
口。”

与这座城市一样，宁波教育
的 血 脉 里 流 动 着 开 放 的 基 因 。
201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部市
共建的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
改革试验区，开启了宁波教育对
外开放的新格局。

在这里，你有很多机会与各
国教育名家对话交流：40多场国
际教育合作交流会及论坛邀请了
120 多 位 重 量 级 的 嘉 宾 登 台 演
讲，及时提供了多个层次的教育
信息。

在这里，你还可能参与世界
一流的教育项目：300 多项国际
教育合作协议在宁波落地，全球
1100 多所院校在宁波有合作关
系，各个层次的中外合作项目不
断“落地”。

在这里，你还可以与友好城
市、姊妹学校建立长期联系：诺
丁汉市、比得哥什、鲁昂市、奥
克兰市、大邱市等都与宁波开展
战略合作，而姊妹学校之间的交
往早已突破了教师互访、学生交
流，向着共同研究、合作共赢的

关系迈进。
在这里，你甚至可以通过教

育的舞台，延展至科技、人文及
经济领域。宁波教育已经成为一
个“枢纽”，连接着方方面面的
资源与关系——

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
宁波来说，打开“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新市场是当务之急。但
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却因不熟悉
外方政策及人文环境而“卡了
壳”。捷克，“一带一路”中的重
要一站。对这个国家，宁波显然
没有足够的经验：外贸生意怎么
做，哪些货品可以出口，对方国
家在进出口检验检疫方面有什么
特殊要求？这些关键环节，没有
人操作过，甚至没有相关的文字
资料。

正在政府“上火”之际，宁
波教育前来“救急”。浙江万里
学院“捷克语言文化中心”马上
启动捷克进出口贸易政策调研，
通过“老关系”捷克孟德尔大学
商学院，很快就拿到了翔实的出
入境相关法律条文及管理条例，
解了宁波与捷克贸易中的“燃眉
之急”。

在中东欧区域，波兰是有待
企业开发的“蓝海”。可熟悉波
兰的人才太少，在全国也仅有个
位数的高校培养相关人才，“远
水解不了近渴”。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依托外国语学院，迅速
与波兰大使馆建立起合作关系，
波兰研究中心已于近日揭牌。

“学院将大力支持波兰研究
中心建设，通过多种途径快速整
合资源，对波兰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开展全方位综合研
究。一方面，为宁波与波兰的合
作提供咨政服务；另一方面积极
培育满足宁波企业需求的波兰通
人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书记费英勤说。

“教育搭台，经贸唱戏”，宁
波教育瞄准城市发展的大目标，
不断拓展新领域。在未来版图
中，宁波经济着力发展高层次的
国际贸易和投资，致力于将城市
打造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主阵
地。

此时，宁波教育再一次展开
教育开放的蓝图：加快推进“名
校名院名所名人”引进工程，吸
纳国际化高端人才；加快建设高
水平大学，提升地方高校服务外
向型经济的能力；推动建设宁波

诺丁汉国际海洋经济技术研究
院、浙大宁波理工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等一批科技合作平台，打造
国际前沿的合作基地⋯⋯

宁波教育将以更开放的心
态、更大力度的改革，为城市的
提升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走出去，职业院校“出
海”打响中国“金招牌”

走进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一
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大厦的大
厅，访客总会被一幅世界地图所
吸引。在这幅地图上，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 113 个
国家都点上了红点，代表着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的援外培训已经覆
盖了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
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
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
廊，援外教育“航空母舰”已经
初步成形。

“借着建设‘一带一路’的
东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
走向世界。可人才从哪里来，这
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培训
当地员工，解决企业难题，是职
业院校应该承担的责任。”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毛大龙
说。

（下转第八版）

千年商埠书写“一带一路”新传奇 开放教育成为城市发展新引擎

宁波：拥抱世界亮出“教育牌”
本报记者 张婷 史望颖

壮阔东方潮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奋进新时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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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高考高招关注

【课程周刊】

新高考如何更好地引导教学
➡ 详见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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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在甬高校来华留学生

❹在甬高校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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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教育情况一览表（2017年度）

❺中外合作办学 ❻在甬院校与国（境）外合作院校

学分互认项目 港澳台地区院校

大学

国外院校

国外院校

中小学

港澳台地区院校

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

的机构和项目

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系教师Paolo Epifani （中） 指导学生作业。 宁波诺丁汉大学供图

【校长周刊】

➡ 详见第六版➡➡

今天，哪些因素在主导中小学转型？
——对话美国教育部前副部长苏珊·斯克拉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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