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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人力社保部和国家公务员局11日联
合发布消息，2013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本月15日起
开始网上报名，笔试定于11月25日举行。据悉，
今年“国考”将有140多家用人单位招录2万余
人，招录规模再创新高。招录公告及招录职位等
具体信息明天发布。

比去年招录增加约2000人

据介绍，本次招录共有14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
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
招录2万余人，比去年增加约2000人，也是近年来
招录最多的一次。考生报名主要采取网络报名的
方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至24日。公共科目笔试

定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
直辖市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国考”进一步加大
了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考录力度。省级以上党政
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全部招收
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同时，此次
“国考”还将拿出12%左右的计划专门招收大学生
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这一数字在2012年是
10%左右。此外，“国考”首次明确，中央直属机
构市(地)级职位、县(区)级及以下职位(含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拿出10%左右的计划专门
用于招录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等服
务基层项目人员，同时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报考
县级以下机关。

继续实行分级分类考试

与往年相同的是，今年的公共科目笔试科目
仍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两科，
考试时间为11月25日。

继去年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单位试行“2+X”之
后，此次“国考”将继续探索分级分类考试。将
中央机关招录职位区分为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
机构、市(地)级以下直属机构、专业性较强的部门
(单位)等类别，在考试内容和招录政策上有所区
别。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对专业性较强的单位(如
银监会、证监会)和非通用语职位的招录，继续探
索实行“2+X”模式，即除公共科目外，报考人员

于11月24日统一参加专业科目考试或外语水平测
试，以满足招录机关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严打非法培训和作弊

每年都会提到的“诚信报考”今年或将“动
真格”。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打击非法培训机
构和助考作弊集团”，并“对公示或备案后放弃
录用资格的人员采取一定的约束措施”。

据悉，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录用考试安全
管理。加强与公安、工信、教育、卫生等部门的
合作，加大防作弊技术和手段的应用力度，营造
安全考试环境；不断完善公务员录用违纪违规人
员信息库，建立健全公务员录用报考者诚信档
案；认真落实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公务员局《关于纠正公务员考录和国有
企事业单位招聘中不正之风的实施意见》，加大
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和查处，切实防治公务员考
录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中组部、人力社保部和国家公务员局再次重
申，“国考”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
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上
出现的假借公务员考试命题组、考试教材编委
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授权培训机构等名义举
办的有关2013年公务员考试辅导班、辅导网站或
发行的出版物等，均与本次考试无关，敬请广大
报考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据新华社、中广网、北京晨报等报道）

2013年国家公务员招录突破两万，规模再创新高

“国考”首次点名要村官

网上报名：2012年10月15日8:00
至24日18:00

笔试时间：2012年11月25日
成绩查询：2013年1月上旬
注：10月13日以后，报考人员可登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户网站（http ://
www.mohrss.gov.cn）、国家公务员局门户
网站（http://www.scs.gov.cn）及考试录用
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 ://bm.s c s .gov .cn/
2013）查询招录部门、招录职位信息、招
录政策、咨询电话以及招录公告等情况。

●核心提示

2013年国考15日报名

1、职位增加，首次突破2万人大关。
2、探索实行“2+X”模式，统一考试时

间。
3、国考”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
4、约束失信行为，放弃录用资格将带

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5、严查、纠正招录过程中的不正之风。

招考“五大变化”

2011年，太原参加国考的考生入场（资料图）。

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大选唯一的一场副
总统候选人直播辩论，在肯塔基州丹维尔中心学
院举行。

由于在8天前的第一轮总统候选人辩论中，
素以善于雄辩著称的奥巴马出人意料地全场表现
被动，让对手罗姆尼完全控制了辩论节奏。最
终，奥巴马不但输掉了辩论（七成以上听众认为
他是辩论的输家），而且在本周他的支持率也被
后者赶上，乃至反超，这让原本无关紧要的副总
统辩论，一下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谁都知
道，当天平趋于平衡之际，哪怕一根头发丝都可
能打破这一平衡，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便成了
这种“头发丝争夺战”。

为时90分钟的辩论被主持人玛尔塔·拉达茨
分为9个主题，覆盖经济、外交、社会福利等诸
多方面。69岁的奥巴马搭档拜登和42岁的罗姆尼
搭档瑞安都是资深议员，前者曾任参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主席，担任参议员已36年，后者是现任众

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也有14年众院服务经历。两
人在“摆事实、讲道理”，硬碰硬回答这9个主
题时均表现出丰富的阅历和机敏的反应，且基本
不走样地分别阐述了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理念。在
这方面，两人的表现可谓伯仲之间，难分高下。

选举辩论的特点是“相互找茬”并揪住不
放。在这方面，拜登显得咄咄逼人：他再次提及
罗姆尼所说的著名蠢话“47%美国人不纳税因此
不承担责任”，并暗示奥巴马和民主党才是中产
阶级的真正利益代表；他强调奥巴马在外交领域
的“丰硕成果”，尤其在伊朗、利比亚等问题上
更是如此，并反问“按照罗姆尼所说方式对伊朗
施压将导致战争，美国人真的喜欢这样么”；他
还揪住瑞安曾经反对堕胎的“小辫子”不放，试
图以此证明对手的虚伪和不合时宜。

与之相比，瑞安则稳中有攻，显得轻灵洒脱：
针对那个著名的“47%”，他以“谁都知道罗姆尼经
常口不择言”连消带打；针对“民主党才代表中产
阶级利益”的说辞，他照例用奥巴马政府的4年治
绩相回应，作出“事实胜于雄辩”的姿态；在拜登原
本更擅长的外交领域，他主动出击，指责奥巴马的
政策在利比亚以大使殒命收场，在伊朗未能阻止
核计划，并且疏远了最忠实的盟友以色列；在堕胎
问题上他更意外地表现出灵活性，放弃了一贯坚
持的“绝对反堕胎”姿态，而承认那些“特殊原因”

（如受侵犯或遭意外）必须进行的堕胎是合理的。
对于公开辩论而言，在许多情况下，技巧、

姿态、气势和内容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这
方面，拜登鉴于奥巴马“过于礼貌”之失，表现
得火爆十足：他不时发出冷笑和各种声响，力图
打断对手发言；他常常用“一派胡言”之类“不
礼貌”的断语形容对手及其搭档罗姆尼，以及他
们的理念和言辞。而瑞安则显得冷静从容，仿佛
拜登的干扰并不存在一般。

总的来说，这场辩论火药味十足但“内容”
不足。这并不奇怪，因为副总统原本就是白宫的
配角，他们在政策领域只能充当“镜子”的角
色，去折射主角们的光芒。拜登的表现似乎超出
民主党人辩论前的预期，至少从气势上扭转了10
月3日奥巴马输掉首轮辩论后的颓态，但精心准
备的几招“刺拳”未中要害，刻意表现出的攻击
性姿态也未能打乱对手节奏；而瑞安这个出名的
“顽固者”却表现出灵活性、风度和稳健，没有
特别突出的发挥，但也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

可以说，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中规中
矩，平分收场。拜登在场面上占些便宜，却也有
用力过猛之嫌，而瑞安则有惊无险地完成自己的
使命，将接力棒完好无损地交还给罗姆尼。“头
发丝争夺战”未见分晓，接下来就看16日两位主
角的第二轮面对面了。

副手之辩：打破平衡的头发丝？
□ 陶短房

人民币走高拖累外贸企业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前一个交易日反
弹至６．３３关口后，１２日继续大幅上涨至６．３２关
口，创７月以来新高。人民币中间价意外走高，
央行究竟是要维稳还是让人民币汇率继续上行？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近期支持人民币走高的
主要因素来自国内和国外两方面：

一方面，美国大选确实对人民币造成了一定
的升值压力。美国会参议院１１日不顾外界的质疑
和反对，以６３票赞成、３５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
过了《２０１１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厦门耀
而耀投资管理公司技术总监卢君指出，国际舆论
普遍认为，此举主要针对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

加速升值。因此大家普遍预期人民币升值，选择
做多人民币。

国内方面，尽管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变
化，但央行默许或引导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能有效
缓解资金外流的局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黄少卿表示，“但是这个升幅
是有限的，以免拖累外贸企业。”

罗姆尼边批中国边投资中国

罗姆尼10日在发表讲话时警告说，中国正在
“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并有望成为世界头
号经济大国。他指责中国通过推行不公平贸易，
从美国“抢走”工作岗位，并宣称如果竞选成

功，他将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
国”。

对此，有专家分析称，罗姆尼的强硬很有可
能会引发中美之间的关税战，最终遭受损失的将
是美国的制造业。也有人认为，罗姆尼的上述言
论很可能只是为了博取支持率，一旦当选他的态
度就会软化。

尽管罗姆尼一直在展现对话强硬态度，但美
国媒体发现他创办的贝恩资本仍持续对华投资。
美联社10日发文称，上世纪90年代，在罗姆尼的
带领下，贝恩资本进入中国和俄罗斯市场，帮助
“他现在视为最大敌人的两个国家的企业融入国
际市场体系”。

（据新华社、中国日报特稿）

美国施压，人民币意外走高

中国：美国大选的受害者

由英国路透社和全球著名民意调查
和咨询公司益普索1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
结果显示，罗姆尼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分
别为47%和44%。而在此前一天，罗姆尼
仅领先奥巴马1个百分点。

【预测】

大选最终结果仍难预料
尽管目前罗姆尼势头正劲，但有专

家指出，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赢家还很
难预料。民意调查的确能为竞选报道定
下基调，并使人感觉预测结果是有某种
常理可循的。但是，再全面的民意调查
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

为了争夺捕鱼权，英法两国大约50艘渔船
日前在英吉利海峡诺曼底附近海域发生激烈冲
撞事件。11日晚，法国渔民威胁阻断海鲜航
运，而英国渔民则呼吁军方出动舰艇护航。

发生冲突的塞纳湾海域盛产扇贝，欧盟法
律禁止英国渔船进入靠近法国海岸12英里（约
19公里）的范围内捕捞，但8日英法渔船发生冲
突的海域距离法国海岸约有15英里（约24公
里）。渔船主人迈克劳德表示：“我们在那里
捕鱼是在行使我们的合法权力，法国人不应阻
拦我们。”

船长安东·贝利回忆说，英国的8艘捕鱼船
遭到大约40艘法国渔船的冲撞，其中一些法国
渔船上的人还向英国渔船投掷石块，甚至发射
照明弹等，这种情况令他震惊。“我在海上捕
鱼已经有20年了，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
势。”

英国船员拍摄的视频录像显示，法国船员
烧毁了英国橄榄球队的队服，他们还冲着镜头
做出侮辱性的手势，并破口大骂。

在对峙大约6个小时后，有法国军舰和海
岸警卫队船只赶来干预，冲突才被平息。

英国渔民鲍威尔称：“英国方面应该采取
相应措施，我们需要皇家海军的保护。否则，
任何一艘英国渔船都有可能遭到冲撞，我们最
终会被封锁起来，我们的合法权利也会被剥
夺。”

另一方面，法国渔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
暂时禁止一切渔船前往塞纳湾捕捞。这一要求
在遭到拒绝以后，法国渔民11日晚威胁将采取
进一步行动，阻止英国人“掠夺”其渔业资
源。诺曼底地区卡尔瓦多斯渔业协会发言人弗
朗索瓦丝表示：“这当然意味着罢工和封锁航
运码头等，政府必须予以重视。”

法国渔民米利纳称：“我们已经忍无可
忍，我们一定会加强行动，下一次将不止是40
艘渔船，而是120艘……我们将奋起反抗，保卫
我们的生计。”

而英国渔业部门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我
们只是接近了法国的12英里保护范围，他们就
愤怒不已，而他们已经在我们国家12英里领海
范围之内捕鱼多年。”

11日晚，英国渔业部长贝尼昂就上述争端
发表声明称，英法两国正在就此事保持沟通，
一旦再次发生事端将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干预。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法国渔民每年会自愿
执行一段时间的休渔期，而英国方面没有此类
休渔期。有统计显示，2011年，英国渔民总共
打捞了5 . 29万吨扇贝，价值约为6270万英镑。

（据中国日报特稿）

“作为候选人，罗姆尼利用中国作
为练习拳击的沙袋，指责北京对出口企
业进行不公平补贴、人为压低人民币汇
率、偷盗美国技术、对美国政府和企业
电脑发动黑客攻击。然而，罗姆尼的贝
恩基金在中国持股的故事提醒人们，正
在走向白宫的他，实际上生活在两个相
互冲突的世界中。”

——— 《纽约时报》10日报道

“两面派”罗姆尼

英法上演“捕鱼大战”
双方近50艘渔船爆发冲突，法军出面干预或升级争端

10月11日，在美国肯塔基州丹维尔
中心学院，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
罗·瑞安(左)与民主党籍现任副总统乔·
拜登(右)举行辩论。

【选情】

罗姆尼支持率大幅反弹

上图：法国船只(左)在冲撞英国渔船。
下图：法国船员在焚烧英国橄榄球队的队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11日致信中国作家协
会，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
祝贺。

李长春在贺信中说，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
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
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
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
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他希望广大
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协

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１０月１２日电 从２０
岁当上连队卫生员开始，十八大代表梅莲
就在祖国西北边境线扎下了根。

如今已经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
师１６１团医院副院长，梅莲却依然整天在９
连连队卫生室忙碌。

梅莲所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
１６１团地处中哈边境，戍守１０２公里边境
线。９连位于大山深处的一条山沟里，是
１６１团最为偏远、条件最为艰苦的一个连
队，距离边境线最近处仅１公里。１９８７
年，２０岁的梅莲成为９连的一名卫生员，
一干就是２０多年。

梅莲扎根偏远山区的基层连队，全心
全意地为各族职工群众服务，先后获得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感动兵团年度
人物”、“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
模范”等荣誉称号。

２００８年，１６１团党委任命她为９连副指
导员，除了给职工和周边牧民看病治病
外，她还要协助连队党支部，主动帮助职
工群众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梅莲：
边境线上的白衣天使

新华社专电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
布，欧洲联盟获得２０１２年度诺贝尔和平
奖。

这一奖项历年承受诸多争议，１２日在
挪威首都奥斯陆为宣布获奖者而举行的发
布会上同样显现争议。在向媒体散发的新
闻稿中，委员会认定“欧盟及其先驱者过
去６０年一直贡献于推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
以及民主与人权”。

委员会承认欧盟时下“正经受严峻经
济困境和相当大社会动荡”，表示希望公
众更加看重欧盟“最重要的结果”。

这一似乎有意给欧盟“打气”的举动
迅速招致发布会场外政界人士评议，而评
议本身构成对委员会决定以及欧盟作用的
争议。

“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丢脸，”英国
独立党领导人里格·舒尔茨更为决绝地告
诉媒体记者，“这让诺贝尔（和平）奖完
全不再有信誉”。

诺贝尔和平奖争议大

欧盟获奖受质疑

本报讯 中共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原副厅级检查员杨方臣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12年9月26日在济南逝世，终年61
岁。

杨方臣同志是吉林蛟河人，1972年11
月参加革命工作，1972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杨方臣同志逝世

本报讯 福布斯杂志12日发布2012年
中国富豪榜，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以
100亿美元净资产重登首富，排在第二位
和第三位的是百度李彦宏和万达王健林。

据统计，今年排名前100位富豪的总资
产比上年缩水了7%，降至2200亿美元。特别
是消费行业的富豪们，比如，苏宁董事长张
近东尽管比老对手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大幅
领先，但其净资产比上一年减少了24亿美
元，而黄光裕则相对减少了20亿美元。

福布斯：中国富豪财富缩水

宗庆后100亿美元重登首富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２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１２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日双
方将于近期举行新一轮副外长级钓鱼岛问
题磋商，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照辉１１
日访日正是为此轮磋商作准备。

罗照辉应邀于１１日访问日本，同日本
外务省亚大局局长杉山晋辅就钓鱼岛争端
交换了意见。洪磊说，此次两国外交部亚洲
司长在日本就钓鱼岛争端交换意见，目的
就是为两国副外长新一轮磋商做准备。“我
们希望日方拿出纠正错误的诚意和实际行
动，为磋商取得积极进展作出努力。”

他说，９月２５日，中日双方正式启动
两国副外长级钓鱼岛问题磋商，中方在磋
商中严正重申了对钓鱼岛的主权立场，要
求日方承认错误、改弦更张。

中日近期将举行副外长级

钓鱼岛问题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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