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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高考来临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
至今，数以千万计的学子通过高考“鱼越龙
门”，“高考”始终是中国百姓牵挂的话
题。如今，高考加分、高考移民、高考作弊
等关于高考公平和公正的话题在网络上持续
升温，而随着南方科技大学“私募”的45名
学生公开表示不参加今年高考，教育主管部
门也再次面临着有关高考改革的网络追问。

“裸分状元”还是“加分状元”的争论
一直是高考后的热门争议话题，一些省市相
当一部分的高考状元靠加分“夺魁”，加剧
了人们对高考之公平性的质疑。

据了解，高考加分政策可分为鼓励性加
分和照顾性加分两大类。前者是指考生通过
自身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就，由此
获得加分的机会；后者是指考生的自然属性
和国家相关照顾政策下的加分，如民族政策
所产生的加分。

2010年底，教育部等四部门出台高考加
分“新政”，对高考加分项目作出规范调
整。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
的学生，不再具备高校招生保送资格和高考
加分资格，体育特长生加分条件也被规范。
北京、吉林等地也在尝试调整高考加分的政
策。高考加分项目减少、分值降低已成定
局。

(网言网语)在腾讯论坛中，是否取消高考
加分的话题引来了24500多名网友的关注，发
表评论4100多条。腾讯烟台网友“在水一
方”说，高考加分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应
坚决取消，加分政策被某些权势者利用，让
人们谈加分而色变，失去了以加分促进高考
公平的初衷，只能让教育公平变成一纸空
文。

网易网友“王石川”说：随着高考报名
人数的减少，加分人数也应该大幅度缩减，
不合理加分政策应该及时清理。

2008年青海省文科状元王某以655分的成
绩报考了清华大学，最终被查出属“高考移
民”而取消录取资格。2011年，陕西省宝鸡
市返回户籍地报名的高考考生共6082名，占
考生总数的14 . 85%。

2011年5月，媒体曝出新疆阿勒泰地区高
考移民黑幕，涉及户籍管理、招生办公室和
教学机构等部门的十余名国家工作人员，涉
案金额500多万元，223名高考移民学生从办
理假户口、假成绩、假学籍最后到上大学办
迁移证。

高考移民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异地
报名资格，侵占异地考生录取机会的一种投
机行为，伤害的是教育公平。临近高考，教
育主管部门加大了对高考移民的查处力度。

(网言网语)网友“悠悠闲云”说：“高考
移民”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资源不公。现在不
少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自愿放弃高考，是不想
在毕业后走进失业大军。但是对于更多的孩子
来说，他们都想享有公平的高等教育！

人民网网友：在京津沪轻轻松松80%
多、90%多的升学率，而很多地方学生经过
每天至少12小时的奋斗拼杀也只有20%多、
30%多的升学率。国家应该对全国的教育分
地区合理安排资金，应该按人口、学龄儿童
多少建立或扩建学校，或在此基础上扩大招
生，让穷人的孩子有公平上学的机会。

新浪网友“思齐”认为，应该均衡高考
录取资源配置，考虑把大城市、发达地区由
于各种原因新增(学校扩招)或多出来(当地生
源减少)的本科录取计划，尤其是重点大学录
取计划，也投放到教育相对发达、但高考升
学机会却极少的地区。

被称为“教改特区”的南方科技大学，
从4年前开始筹办直到现在，从未远离过人们
关注的目光。近期，网上曝出南科大首届教
改班45名学生被要求参加高考，再次引起了
社会的关注。

5月27日，在教育部联合有关部委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教
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

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
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随后，南方科技大学学生在网上发表
《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的人们的一封公开
信》，表示决定不参加今年的高考。信中写
道：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
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态，我们想
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做
出努力……

看到学生们的公开信，南科大校长朱清
时说：这件事情我不表态，我们想做改革，
但是对每一个孩子来讲这关系到他们未来的
命运，他们的将来，我让他们自己跟他们家
长来作决定，所以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网言网语)一位天津网友说：很少有哪所
大学能像南科大这样，在争议声中呱呱坠
地，在争议声中蹒跚学步。

“这种改革的尝试应该得到支持，所有的
学生皆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就造成了一种情
况，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特色，都是一个特色
就是没有特色。”新浪网友“天鸿”说。

网友“昔日威武”说，我希望这45名孩
子，不管得没得到所谓的正式“文凭”，一
定要在南科大学到“真本事”，成为中国新
型高等教育的样本。

有网民指出，5月28日，在合肥参与第十
一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的朱清时曾回应此事
说，纳入高考轨道这一举动将颠覆南科大树
立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核心。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泰山脚下的武警山东泰安支队营区，伫立着一尊巨
大的石雕，石雕下方6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使命重于
泰山”。支队政委王成认为，要完成重于泰山的使命，
就必须学现代化、钻现代化、懂现代化，“‘与时俱
进’是共产党人的重要素质。”他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成率领这个支队几年间自主
研发出部队信息化建设创新成果11项，并全部转化为战
斗力，带动了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的整体提升。

2008年除夕夜，刚刚调任泰安支队政委的王成，正
在新训大队和新兵一起包饺子，突然传来太平山发生大
火的消息。他率160名官兵迅速赶赴火场。

在打灭火“隔离带”时，由于没有装备砍伐树木的
油锯，官兵们只能用刀削斧砍，大大延迟了灭火时间。
等当地林业局紧急调集来30部油锯，却没有一名官兵会
使用，只能一边眼睁睁看着大火肆虐蔓延，一边接受林
业部门技术人员的现场培训。

完成任务后，王成陷入了沉思：“泰山是五岳之尊，保
护这座神圣山脉和泰安人民安宁重任的武警部队，应该是
一支由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的部队。”

身为政治主官、党委书记，王成首先从自身做起，
自费参加了军队政治工作硕士研究生学习，先后研修了
哲学、心理学、行为控制学等课程；为掌握信息化等新
技术、新知识，他自学自动化概论、信息作战学、军队
信息化建设等500余册科技知识读物，先后写下10多本、
60余万字的读书心得和工作笔记，完成理论研究课题35
项、课题研究报告57篇，编撰出对基层部队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的执勤、教育和管理等方面专著5部。

在王成的倡导和带领下，一个覆盖全支队官兵的“富
脑工程”全面实施：支队开设了“警营大讲堂”，定期邀请军
内外专家授课；建立每周二、四、六一小时学习制度，提升
官兵科学文化素养；每年分批组织干部到兄弟部队、大型
企业参观调研，学习现代管理等先进理念。

王成在支队成立了自任组长的科研小组，人员组成
涵盖司、政、后下属所有部门。他们将部队日常工作区
分为组织建设、执勤战备、军事训练、政治教育、行政
管理、思想工作、装备管理和后勤保障8个板块，再细化
为186个小项、206个条目，设制出涵盖部队日常工作的
软件系统，利用现有上至总部、总队，下至中队、排、
班、哨位的局域网，再配置安装相应数量的指纹机、摄
像头、录音笔等设备，终于成功研发出全军第一个部队
智能管理信息平台，部队日常管理实现了可视化、实时
化、可验证化以及训练、学习、教育的网络化。

如今，只需打开电脑，部队训练、哨兵执勤、干部
查勤等情况，支队领导和机关人员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一
目了然，部队管理实现了由粗放型到智能型的跨越。

2011年1月4日，泰安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持枪
袭警案。

两名歹徒在打死3名警察、1名群众后，劫持机动车
逃窜。支队接警后，王成和支队其他领导在判明情况
后，果断决策，利用信息平台，合理就近调集兵力，及
时兵分三路对歹徒实施围追堵截。接警仅15分钟，部队
就迅速完成了对泰安市区外围6个交通要道的卡口封控。
劫持车辆企图外逃的歹徒终成瓮中之鳖，最后一名歹徒
开枪自杀，另一名被当场抓获。

2010年8月，由武警总部组织实施，各省总队参加的
“卫士10”处置突发事件演习在全国各地同时展开，总
部领导和机关通过卫星音视频传输实时了解各总队演习
情况并实施指导。演习中，传输信号忽然中断。当总部
与各总队演习现场失去联系时，唯有泰安支队演习现场
画面依然出现在总部指挥中心。

原来，在与总部网络传输方式上，泰安支队比兄弟
部队多了“一手”。早在2009年3G技术刚刚在国内兴
起，时刻盯着信息技术前沿的王成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
信息，并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向地方专家请教，
借助地方科技力量和通信传输设备，将3G技术引入到与
总队、总部相联的局域传输网络，在具备卫星传输手段
的同时，实现了借助地方通信手段与上级实时的音视频
联通。

(据新华社济南6月6日电)

“‘与时俱进’是

共产党人的重要素质”
——— 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武警山东泰安支队政委王成

□记者 王 原 报道
本报济南6月6日讯 记者今天在济南市

高考考点了解到，手机探测器、指纹识别仪
等高科技设备都装备到了考场，此前已采集
了全部考生指纹，考场上对证件模糊不清等
存疑考生，将使用指纹识别仪进行甄别，以
杜绝替考等现象。今年高考，所有考场实施

电子监控，推进网上巡查，实现与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教育部互通互联。

按照要求，我省积极推进普通高考标准
化考点建设，标准化考点建设标准适度超
前，所有考场实施电子监控和推进网上巡
查，全省考场实现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教
育部互通互联。同时，针对高科技作弊问

题，所有考点必须配备现代化高科技防作弊
设备，增加必要的现代化防作弊手段，如指
纹检测仪、手机探测仪、无线屏蔽仪、无线
耳机探测仪等。同时，省、市两级继续派遣
统考检查组，考试期间省教育厅领导分8路率
队到各市进行巡视。对去年发现问题的县
(市、区)，要求其拿出整改方案，并作为重

点加大对其监督检查力度。
据介绍，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还会同省公

安厅等单位组成8个联合检查组，对全省17市
进行考前全面检查。针对试卷分发和交接过
程环节多、涉及人员广的特点，要求试卷分
发和交接在特定场所进行，并安装监控系
统，监控不留死角，全程录像。

今年高考“安检”———

证件模糊验指纹 考场联通教育部

□ 本报记者 王 原

高考开始之前公布的2011年招生计划显
示，我省本科招生计划比去年增加15496人，
而专科(高职)计划26 . 4万人(不含对口高
职)，比去年减少6000人左右，并且今年再度
收紧“专升本”。这一变化，对相关院校招生
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2011年山东高校只保留有
28所院校招收专升本考生，其中主要是临沂
大学、菏泽学院、潍坊学院等8所市属二本高
校(今年将收归省属)，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
院、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青岛农业大学
海都学院等12所民办性质的独立学院，加上
泰山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滨州医学院
等院校招收医学、中医、护理类专业的专升
本考生。

翻看往年招收专升本考生的院校和专业
名单，聊城大学、鲁东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济南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
学、青岛科技大学等一本、二本高校都榜上
有名，如今全部停招校内专升本学生。而往
年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建筑
大学等7所面向社会招收专升本考生的高校，
也只有泰山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两校还
招收部分专业的专升本考生。

“往年，一些高考分数达到三本甚至二

本的考生，往往放弃三本、二本，来报考山
东师范大学的专科。因为读两三年专科以
后，如果顺利考取山东师范大学的专升本，
毕业时就能拿到一本的学历、学位证。政策
调整以后这变得不可能。”山东师范大学教
务处处长、招办主任安立国说。

据介绍，从1999年扩招以后，逐步宽松
的专升本政策，是众多考生获取本科学历的
最重要通道。我省在2004年左右，专科学生
升本的比例一度高达70%。

考虑到各类高校承担的人才培养任务不
一样，从2006年起，教育部规定，211工程和
985工程高校全部停招专升本学生。此后，我
省的专升本政策也呈逐年紧缩趋势。特别是
从2010年8月，山东省又取消了“1+3”、“2
+2”等形式的校内专升本。

记者了解到，2010年10月在烟台召开的
全省独立学院工作会上，二本院校都表示不
愿意招收专升本的学生，“几年前，专升本
计划就纳入了高校的普通本科计划中，学校
要招专升本考生就必须减少普通本科生计
划。”一位高校教务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教育部下达给山东的本科计划，去年
和今年分别增加1 . 6万人左右，也包括用来补
偿减少了的专升本计划。收紧专升本，也是
一种导向调整，高等教育不应该过度关注学
历，要实行分类管理，让一本、二本高校专

注于本科以上教育，让专科(高职)专注于技
能、职业教育。”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有关
负责人表示。而这一调整，又可以弥补独立
学院和目前8所市属院校等高校的生源不足。

以前，一些学生由于高考发挥不好，想
先上专科潜心学习，三年后专升本，照样可
以拿到本科学历。但从今年开始，他们发现
只能选择市属高校或者是继续上独立学院，
“而且从近几年情况看，跨校专升本的录取
率只有5%—10%左右，竞争太激烈了。”青
岛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辅导员刘俊杰说。

除此之外，让专科生们郁闷的还有独立
学院的高学费门槛。因为独立学院按照民办
高校的方式进行管理，经费来源中没有国家
拨款，因此学费一般在每年1万元以上，高出
普通本科院校一倍左右。

“这一调整举措，也是为了减少高等教
育资源的占用和浪费。而高职教育，国家提
出逐步建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高职生也会
有上升通道。”山东经济学院成教学院负责
人刘伯荣认为。

受此影响，往年生源不太好的独立学院
(今年合并到二批本科招生)，今年有望更多
地吸纳一批在二本线上的考生。但专科(高
职)招生面临新的考验。“在二本线附近以及
专科一批线上的考生，选择复读的可能性更
大了。”刘伯荣说。

专升本“收紧”将影响专科招生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6月6日讯 按照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的要求，今年高考考试程序按照时间
共分12步，而每一步程序将精确到分钟。

第一步：语文考前45分钟(外语科目考前
50分钟，其他科目考前40分钟)，监考员到考点
考务办公室报到，签领试卷、答题卡等。

第二步：语文、外语考前40分钟(其他科目
考前35分钟)，监考员携带试卷、答题卡等进入
考场。

第三步：语文考前35分钟(其他科目考前
30分钟)进场铃响，考生开始进场。

第四步：考前25分钟，启封答题卡。
第五步：考前15分钟，外语科迟到考生停

止进入考场；广播指挥分发答题卡。
第六步：考前10分钟，广播指挥启封试卷。
第七步：考前5分钟，广播指挥分发试卷。
第八步：开考铃响，监考员宣读“指令D”，

考试开始。
第九步：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

场。
第十步：考试结束前30分钟，经监考员允

许，考生才能离场。
第十一步：考试结束前15分钟，监考员提

醒考生注意掌握时间。
第十二步：考试结束铃响，考试结束。

考试程序12步
每步精确到分钟

济南警方提醒考生及家长———

谨防不法分子借高考诈骗
□黄露玲 宋超 张良 报道
本报济南6月6日讯 今天，济南警方公布

了八类借高考之名实施诈骗的案件类型，提
醒广大市民防范。

一是通过手机短信或网络，向学生或家
长发送“出售高科技作弊器”、“出售高考试
题”、“花钱可以上好大学”等虚假信息，诱骗
考生、家长往指定账户汇款，预交定金。

二是不法分子自称高校招生人员，携带
伪造的高校宣传资料，诱骗学生填报志愿，一
旦受害人上钩，又强调竞争激烈、录取有难
度，向家长索取钱财“跑门路”。

三是故意混淆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网络
教育与普通高校招生的区别，以自学考试班、
网络教育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
有的甚至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这样的学校
国家不承认学历，毕业之后拿不到普通高校
毕业证。

四是不法分子自称与高校某领导有亲戚
或朋友关系，可以拿到“内部指标”，或称有办
法让考生调到热门专业，从而向考生家长收
取好处费。

五是假冒军校招收“委培生”，甚至伪造
印章和部队证件，骗取钱财。

六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及家长不熟悉招
生程序，打着本科补录旗号行骗。

七是不法分子通过邮局向考生寄送伪造
的录取通知书，让考生将学杂费事先打入指
定银行帐号内。

八是在高校招生期间，不法分子针对家
长和考生急于了解录取信息的心理，向家长
索取钱财。

□记者 杨国胜 通讯员 李兆鑫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综合保税区与中国国际基

金有限公司签订了年进口100万吨棉花的物流项目合
同。此前，潍坊综合保税区还与加拿大特朗公司达成协
议，由后者投资建设年进口1000万吨的原油进口仓储和
分销基地。

今年1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潍坊出口加工区转
型升级为潍坊综合保税区。除上述两家国际物流产业巨
头进入外，潍坊综合保税区的保税商品展示功能也开始
破题。目前，该区正在规划建设展览展示交易中心并提
供展示、交易等服务，已有来自西班牙、澳大利亚、加
拿大、法国等国的葡萄酒客商进驻。据该区经济发展局
负责人介绍，综合保税区设立后，前来办理注册总部经
济企业的客商比原来翻了一番，今年到目前为止已超过
100家。

潍坊综合保税区吸引“总部”入驻

□记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张兴茂 报道
本报邹城讯 今年以来，兖矿集团北宿煤矿通过强

化三级预算管理和ERP自动预警等手段，不断提高企业
财务管理水平。今年前5个月，该矿商品煤完全成本
556 . 7元/吨，比计划降低5 . 93元/吨，仅此一项就增加效
益234 . 4万元。

北宿矿健全矿、区队、班组三级预算管理体系，
“自下而上报预算、自上而下下指标”。该矿还将全面
预算管理与内部市场化结合，把全面预算各价格定额的
编制与内部市场材料、用电、内部租赁价格定额等有机
结合起来，建立预算定额数据库，以此提高预算编制水
平。

北宿矿还通过三级预算管理与ERP系统结合运行，
利用ERP自动预警与关闭记账控制功能，强化对预算的
监督控制，并实行分层管理、逐级考核，月考核、季兑
现，直接与各单位工资挂钩。

北宿矿强化财务控制降本增效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6月6日下午，参加高考的济南考生来到考点看考场。有的考生和家长反映，一些考点的做法值得商榷。如，同样规定下午4点开始看
考场，在省实验中学考点，一些下午一两点钟就赶到的考生与家长只能无奈地等待(上图)，而济南中学等考点则提前开放，受到好评。此
外，部分考生因证件不齐被考场老师拒于门外。毕竟看考场不同于入场考试，考点在“执法”时应更多体现人性化。

看考场

教育资源分布不公

强力打击高考移民

高考加分趋“功利化”

是否应该取消

取消高考加分、打击高考移民、稳推高考改革

高考三大“网络话题”聚焦

“教改特区”引发关注

高考改革需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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