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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１日电 高考刚结束，各大
高校的自主招生测试又密集展开。６月１０日至２２
日，北大、清华、人大等９０所全国试点高校举行自
主招生测试并确定入选资格考生名单。不少高校
“扎堆”考核，测试时间“撞车”，让考生不得不
有所选择。

今年的自主招生考核同样安排在高考结束后、
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根据各校公布的自主招生简
章，许多重点高校的测试时间“撞车”。例如，北
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多个在京高校的测试时
间全部安排在１０日至１１日。

北京大学的三大自主选拔项目及“三位一体”测
试集中在１１日至１３日举行。清华的测试项目也于１０
日进行初试，通过初审的６０００多名考生同时参加初
试，但为了“错峰”考核，复试时间安排在１６日至１８
日。人大的初试也在１０日开考，复试则安排在１７日。

多校自招测试“撞车”意味着，一些报考多所
大学的考生只能选择一所院校参加考试。对于报考
外地大学的考生来说，奔波的“赶考”将成为生活
常态。

据了解，各试点高校将于２２日前完成考核并确
定入选考生名单、专业及优惠分值，之后报教育部
阳光高考平台公示。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高考
成绩后，组织本省（区、市）考生单独填报自主招
生志愿，原则上在本科第一批次录取前完成自主招
生录取并进行公示。

自主招生，主要是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
质的优秀学生，是对现行统一高考招生按分数录取
的一种补充。自２００３年启动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
试点以来，具备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从最初的２２所
增加至目前的９０所，招生人数约占试点高校招生总
数的５％。

北大清华等高校

自主招生开考
不少高校“扎堆”考核

据新华社成都６月１１日电 每年高考招生录取
期间，总有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急迫心情，设
局诈骗。有关部门提醒家长和考生谨防所谓“分不
够，钱来凑”的虚假招生承诺，以及“内部指
标”、虚假查分网址等诈骗手段。

据了解，近年录取中，不法分子惯用的诈骗伎
俩主要有以下六种：

自称军校机关或招生部门人员，谎称有“内部
招生指标”“计划外招生指标”；

谎称能办理艺术、体育、小语种等各类“特长
生”加分；

伪造录取通知书；
发送虚假查分网址，根据家长填写的个人信息

进行精准电信诈骗；
以高考为由头的“木马”诈骗；
以“自主招生”名义行骗，把“自主招生”渲

染成“自由招生”。
如一些骗子利用考生和家长不懂自主招生、定

向招生政策进行欺骗，吹嘘可以弄到某大学定向招
生计划，保证录取，公开叫价，收取高额“定向费”。

专家表示，不论何种形式的招生诈骗，都是围
绕一个“钱”字，凡是涉及钱财，考生及家长一定
要高度警惕。如果遇到招生疑难问题，要通过正规
渠道查询核实，不要轻易将考生身份证号、准考证
号等信息交予他人。同时，要及时向招生机构或公
安机关举报招生诈骗，维护个人权益。

这六种高考招生

骗局要警惕

新华社济南６月１１日电 记者从山东省畜牧兽
医信息中心获悉，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山东市场生
猪价格已连续１０周下跌，正逐步迫近成本线。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心表示，根据省内２６个
集贸市场价格定点监测，第２２周山东生猪价格为每
公斤１２．５５元，同比下跌４０．０１％，环比下跌
５．７１％。猪肉价格为每公斤２４．３１元，同比下跌
２５．３４％。生猪养殖效益正逐步收窄，当前一头育
肥猪利润约１００元，每头自繁自养生猪平均盈利约
２００元。

综合各方面因素，畜牧专家认为阶段性供大
于求、消费低迷是造成此次猪价回落的主要原
因。畜牧专家判断，猪价连续走低为后市猪价上
行提供支撑，第三季度生猪价格整体或将呈现震
荡上行的态势。

山东生猪价格

连跌１０周
逐步迫近成本线

相信经济自身的趋稳动力
□ 盛 刚

■一季度经济的超预期增长和4月的明显放缓，或与一些短期因素的推动和减弱有关，但并

不能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向。5月PMI企稳和进出口的向好很可能表明，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虽难和一

季度媲美，但大幅减速的可能性更小

5月经济数据陆续出炉。CPI同比涨幅
1 . 5%，PPI同比涨幅回落至6%以下，是意料之
中的事。进出口双双向好超出预期，概因外需
坚挺和内需仍强。5月贸易顺差连续三个月环
比增加，也有利于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早先
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制造业
PMI）为51 . 2%，则与上月持平。相较让人担
心的4月份经济数据普遍回落，已公布的这些5
月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高歌猛进虽不现实，
但也没必要担心经济会迅速下滑，经济运行趋
稳走势已越来越明显。

二季度为经济旺季。5月制造业PMI和4月
同为51 . 2，旺季不旺，表明经济下行压力继续
释放。但在4月PMI从一季度高位回落后，5月
PMI并未继续下行，则比预期要好。从2005年
以来的PMI均值来看，5月一般要低于4月，以
此观之，经济下行压力也没变得更加严重。再

把时间段拉长，中国制造业PMI连续10个月位
于临界值以上，且持续刷新自2012年以来的同
期高点，给出了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明确信
号。可以说，实现平稳开局后，全年经济企稳
向好的势能仍在积聚。

5月份CPI环比下降0 . 1%，同比上涨1 . 5%；
PPI环比下降0 . 3%，同比上涨5 . 5%，均无意
外。整体看，CPI增速仍将维持在温和水平，
未来物价无需担忧。PPI方面，自3月以来的下
跌趋势也在继续。由于企业补库存周期趋弱，
拉动需求能力有限，而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也
不至于释放过多流动性，明显抬升产品价格，
再加上今年PPI翘尾因素逐月下降，因此，PPI
年内高点已过，未来涨幅仍将逐月收窄。不
过，这些也都在预期之中。

PMI中的进口指数连续3个月下降，曾让
人担心，5月份进口增速可能下降，内需增长

也会明显放缓，而实际上，5月进口按美元计
同比增长14 . 8%，按人民币计则为22 . 1%，大大
好于市场预期，进口强劲的背后，意味着5月
内需并未明显减弱。5月出口按美元计同比增
速为8 . 7%，按人民币计为15 . 5%，也表明出口
形势良好，反映出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运行的
持续向好，外需进一步得到支撑。因此，上半
年整体外贸情况将比预期好。虽然，受基数、
价格因素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半年外贸可
能有所回落，但全年仍有望实现正增长，这将
大大缓解中国经济的内生压力。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是必然趋势。而改革给力，结构优化，对经
济企稳向好也给予了内在支持。综合各种因
素，放在较长时间考量，中国经济现已处于
增速换挡的拐点附近，推动经济向好的因素
越来越多。我们应该相信经济自身已具有趋

稳动力。就是说，一季度经济的超预期增长
和4月的明显放缓，或与一些短期因素的推
动和减弱有关，但并不能改变经济的运行方
向。5月PMI企稳和进出口的向好很可能表
明，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虽难和一季度媲美，但
大幅减速的可能性更小。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已经摆脱
底部，趋稳走势在二季度仍将延续，下半年也
不悲观。重要的标志，不止是PMI连续10个月
站在临界值之上，还有PPI从去年三季度转正
后一直保持至今并还将继续，这是实体经济向
好变化强有力的内在支撑。从外部环境看，去
年底以来，不仅美国经济，而且其他发达经济
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均出现复苏，下半年全球
经济预期仍然向好，这将拉动中国外需回暖；
而国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深化，对经济筑底
企稳将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新的经济动能不
断增长，区域振兴措施不断推出，企业持续获
得简政放权和降费减税的实惠，制造业投资和
民间投资也都在反弹路上，所有这些，不仅可
以维持和拉动短期需求，也必将挖掘和提振中
国经济的潜在增速。

十八届中央最后一轮巡视反馈情况开始公布

四省区四单位都发现一些问题

“相比社会上的托管班，中小学校课后服务或许更能让家长放心”

课后服务填补学生管护“空窗期”

□ 本 报 记 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杨福海

近日，随着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小学生
课后服务”这一名词开始走入更多家长与老师
的视野之中。

其实，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部分学校
已先行一步。日前，记者走进济宁市兖州区东
御桥小学，了解课后服务的具体运行情况。

孩子放了学家长没下班

学生家长胡海（化名）和妻子都在“朝九
晚五”的单位工作，父母又不在身边，每天接
送刚上小学的孩子，曾是让胡海揪心挠头的一
个问题。“去年9月孩子入学后，每天都要跟
单位领导打招呼提前离开去接孩子。后来学校
有了课后服务的套餐，签订协议之后，孩子在
放学后有了托管，还能上自己喜欢的课程。”
6月8日上午11点半，在东御桥小学大门外，聊
起课后服务的话题，胡海露出了笑容。

该校课后服务项目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
推出，在下午放学后，小巧手彩泥、红黄蓝儿童
画、形之韵小舞团、月亮船合唱团等14个课后服

务套餐，由学校教师利用课后进行指导教学。在
东御桥小学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家长留言：“感
谢学校这么人性化的安排，确实为我们家长解
决了很多问题！”“解决了双职工的后顾之忧。”

东御桥小学校长翟健，提到了一个数据：
在1809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近六成网友支持
学校启动课后服务。“相比社会上形形色色的
托管班，中小学校主动承担课后服务责任，或
许更能让家长放心。”

为参与老师发绩效工资

对于东御桥小学美术教师张慧来说，从

2016年秋季开学开始，除了日常的课程之
外，她又多了放学后的“红黄蓝儿童画”
课程。

放学之后的儿童画课程与平时美术课上的
内容没有重复。不同的教案、小班化的教学、
丰富多彩的活动参与，是张慧设计的儿童画课
程的重要特点。“每一节儿童画课程，我们都
有不同的课堂设计。”张慧说。

最让老师们开心的，是学生们的兴趣与能
力在不同的活动中得到了展示。“5月份，在
学校举行的校园歌手大赛上，我们合唱团的小
朋友们有着不错的发挥。”音乐课教师颜艺华
话里充满欣慰。

更直接的问题摆在校领导面前：参与课后
服务的老师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如何有效调
动其积极性并给予激励？翟健与同事们商量之
后，向兖州区教体局及相关部门汇报，在课后
服务开始之时即设计好评价考核机制，为参与
课后服务的老师发放绩效工资，并在评优时优
先考虑参与课后服务的老师。

提升课后服务“质与量”

翟健介绍，从放学之后到课后服务课程
期间，一直到家长接孩子，学校在这一两
个小时的时间内需要做到看管的无缝连
接。“我们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先由
家长自愿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批准后方
可延时离校，参与学校组织的课后服务活
动。同时，制定并落实严格的考勤、监
管、交接班制度和应急预案措施，全方位
确保学生安全。”而家长们的态度也从最
初的疑问到之后的相信与支持。

课后服务起步之后，校方的考虑更加长
远：如何在有限的教师数量下为学生们开设更
多课程，从而实现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能
力的目的？据了解，学校还计划利用自身联系
渠道，让有才能、有时间的家长为孩子们教授
更丰富的知识，开拓孩子们的视野。

兖州区教体局副局长张培屹告诉记者，东
御桥小学的尝试为全区学校起到了示范作用，
下一步将在兖州区内的中小学积极推动课后服
务项目的推广与落实。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十八届中央第十
二轮巡视反馈情况11日开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向社会公布。当天公布了本轮巡视对内蒙
古、吉林、云南、陕西等4个省区开展“回头
看”的反馈情况，和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等4个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的反馈情况。

根据巡视“回头看”的反馈情况，４个省
区都发现了一些问题。

内蒙古：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不够有力

在对内蒙古的巡视“回头看”中，巡视组
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落实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不够有力，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有待加强，执行中央精准扶贫政策不够
到位，有的地方经济数据造假；党建工作抓而
不实，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有的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够严格，“带病
提拔”、违规用人等问题时有发生；全面从严治
党不够有力，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公款
吃喝等问题禁而不绝，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开发
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上轮巡视指出的文山会
海、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整改不到位。

吉林：有的地方、企业经济数

据造假

在对吉林的巡视“回头看”中，巡视组发
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不够到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
有力，扶贫工作精准度不够；政治生态不够健

康，存在“好人主义”，有的地方、企业经济
数据造假；对党建工作领导不够有力，党内政
治生活不够严格，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
执行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规定不够严格，有的领
导干部“带病提拔”；全面从严治党不够有
力，“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到位，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基层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时有发
生，国企、交通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上
轮巡视指出的办公用房超标、违规兼职和违规
配备干部问题整改不到位。

云南：肃清白恩培、仇和等

“余毒”不彻底

在对云南的巡视“回头看”中，巡视组发
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四个意识”不够强，省委领导不够坚强
有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
够到位，落实中央有关要求不够严格。扶贫工
作不够精准，存在急躁冒进现象。执行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不严，肃清白恩培、仇和等“余
毒”不彻底，政商关系不清，政治生态遭到破
坏。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党建工作虚化。干
部选任程序不够规范，“带病提拔”时有发
生。履行“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减少腐败存
量、遏制腐败增量措施不够有力，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依然多发。上轮巡
视提出的重点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用人视
野不宽、违规配备干部等整改不力。

陕西：选人用人问题反映集中

在对陕西的巡视“回头看”中，巡视组发
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四个意识”不够强，省委领导不够坚强
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不够到位，存在重表态、抢“头彩”，轻结
合、疏落实现象。对脱贫攻坚的政治认识不
足，扶贫开发工作有急功近利的倾向。党建工
作不够严实，党组织建设弱化。党内政治生活
不严肃，存在“好人主义”现象。干部选任程序不
够规范，选人用人问题反映集中。落实“两个责

任”不够有力，监督执纪偏软，压力传导层层递
减，矿产资源领域存在廉洁风险，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依然多发。上轮巡视提
出的超职数配备干部、违规兼职，领导干部多占
住房、“文山会海”等整改不力。

根据“机动式”巡视的反馈情况，4个单
位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中央网信办：落实中央网信工

作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

在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机动式”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
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段时间，中央网信办“四个意识”不
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工作要
求不够坚决、不够及时；政治责任感不强，落
实中央网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政治
担当缺失，不正确使用权力问题时有发生，维护
政治安全不够有力；政治生态不良，存在“小圈
子”问题；廉洁意识淡薄，管党治党不严。

国务院扶贫办：违纪违规使用

扶贫资金问题多发

在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
的“机动式”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
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和工作要求不够坚决、不够及时；扶
贫和低保政策衔接不力，影响精准施策；扶贫分
类施策不够精准，帮扶责任未压实，落实扶贫政
策措施“最后一公里”问题未有效解决；扶贫资
金使用不够精准，资金拨付不及时，闲置问题突
出，违纪违规使用扶贫资金问题多发；脱贫成效
不够精准，形式主义等问题时有发生。

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建设工

程违规转分包、“黑中介”等问题

依然存在

在对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的“机动式”巡

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
题，主要是：

“四个意识”需要进一步增强，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不够到位，推进中
央深化铁路改革等决策部署不够有力，对上
次中央巡视发现问题整改不力；党内政治生
活不够严肃，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选人
用人存在不经组织程序、个人说了算现象，
个别领导干部搞“小圈子”；“两个责任”
落实不够到位，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有
的领导人员在项目招投标中搞利益输送、以
权谋私，铁路建设工程违规转分包、“黑中
介”等问题依然存在。

中船重工：违规用人、搞“小

圈子”问题反映较多

在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的“机动
式”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
些问题，主要是：

“四个意识”不强，聚焦主业主责不够，
落实中央对企业改革发展的政治定位和战略要
求存在差距，对上次中央巡视发现问题整改不
力；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执行民主集中制
不到位，有的领导人员没有如实向组织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规定不严格，
对违规用人、搞“小圈子”问题反映较多；
“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到位，重点领域存在廉
洁风险，有的领导人员纪律意识淡薄，顶风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的利用企业经营管理
权谋取私利等。

经中央批准，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9所中管高校党委开展
专项巡视，同时对内蒙古等4个省区开展“回
头看”，对中央网信办等4个单位试点开展
“机动式”巡视。

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是十八届中央
最后一轮巡视。本轮巡视过后，中央巡视将
完成对省区市地方、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和中管高校的
全覆盖。

东御桥小学参加课后服务课程的学生，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资料片）

□CFP供图
高校自主招生“扎堆”考核，报考外地大

学的考生开始了奔波的“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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