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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中国一
年一度的高考7日拉开大幕。今年高考
报名人数为975万人，比去年增加35万
人。今年是最近8年来高考人数最多的
一年，也是“00后”大规模参加高考的第
一年。

今年高考人数增加，与18年前“千禧
宝宝”扎堆出生有关。很多育龄夫妇为了
图“吉利”刻意选择在2000年生下宝宝。
当年中国新生儿总数为1771万人，此后
15年里，新生儿人数都未超过这一年，也

造成了今年高考人数较往年多、竞争相对
激烈的局面。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近几年包
括本专科在内的高考录取率一直超过七
成。考生及家长对上大学的要求也逐渐
转变成上好大学，造成了近年来知名院
校、重点院校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

随着自主招生报名人数的增长，自主
招生报名审核通过人数也呈现上升趋
势。今年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在内
的众多一流大学自主招生报名审核通过

人数均比上年有所增加，但录取人数没有
明显增加，也意味着自主招生加分认定的
竞争更加激烈。

根据教育部此前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在保
送生、自主招生、综合评价试点、高水平艺
术团、高水平运动队、艺术体育类专业、运
动训练和民族传统体育、高职分类招考等
类型(以下简称特殊类型)招生中，将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招生录取的重要
参考。

今年官方将继续实施“国家支援中西
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进一步提高中西
部地区及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

2015年11月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
正案(九)中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中，组织作弊的将入刑定罪，最高可处七
年有期徒刑。教育部在今年高考前再次
提醒，对于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和考场违规
行为，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厉打
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
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拟通报表彰的咸宁市双拥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公示名单
根据咸宁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咸宁市双拥工作先进

单位、先进个人评选方案》要求，按程序，经各地推荐，同时
征求各级纪检、审计、综治部门的意见，报请咸宁市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同意，拟对双拥工作表现突出的26个单位、41
名个人进行通报表彰。为体现评选表彰工作的公开、公平、
公正，现通过媒体对拟通报表彰的单位、个人进行公示，公
示期7天，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凡对拟表彰的单位、个人有
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向咸宁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反映。

咸宁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0715-8139802
一、拟表彰咸宁市双拥工作先进单位（26个）
1、拟表彰咸宁拥军优属单位（17个）
赤壁市人民政府
咸安区人民政府
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咸宁市教育局
咸宁市供电公司
咸安区民政局
嘉鱼县民政局
嘉鱼县鱼岳镇政府
赤壁市民政局
赤壁市教育局

通城县民政局
通城县财政局
崇阳县交通运输局
崇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通山县财政局
通山县公安局
咸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横沟桥镇政府
2、拟表彰咸宁市拥政爱民单位（9个）
咸宁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195医院皮肤科
武警咸宁支队一大队机动中队
武警咸安中队
嘉鱼县人武部
武警赤壁中队
通城县人武部
武警崇阳中队
通山县消防大队
二、拟表彰咸宁市双拥工作先进个人（41名）
1、拟表彰咸宁市拥军优属个人（15名）
鲁恩旺 咸宁市财政局局长
樊仁伟 咸宁市公安局内保支队副支队长
黎 渊 咸宁市民政局副科级干部

王小桥 咸安区民政局局长
杨志明 咸安区民政局副局长
涂秋意 嘉鱼县簰洲湾镇党委书记
刘洪波 赤壁市民政局副局长
何慧华 赤壁市医保局局长
曾清明 通城县老龄办主任
曾伏生 湖北状元广场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九明 崇阳县高枧乡人大主席
张日平 崇阳县桂花泉镇东源村农民
金 辉 通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方治国 通山县民政局优抚股股长
余玲玲 咸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横沟桥镇民政办主任
2、拟表彰咸宁市拥政爱民个人（10名）
陈 建 咸宁军分区保障处正营职助理员
周 建 咸宁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指导员
徐 欣 66389部队（通讯连）排长
郭 伟 96603部队参谋
陈 钦 咸安区人武部副部长
丁 阳 嘉鱼县消防中队副中队长
贺石文 武警咸宁支队执勤一大队大队长
范芳涛 通城县消防大队排长
尹文涛 崇阳县人武部保障科科长

汪竞赛 通山县人武部副部长
3、拟表彰咸宁市复退军人、烈军属和好军嫂（16名）
拟表彰复退军人（8名）
郭国运 咸宁市咸安区浮山办事处旗鼓村农民
金其继 咸安区温泉办事处岔路口社区居民
李廷民 嘉鱼县鱼岳镇东街社区居民
龚岳林 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金鸡山社区居民
钱旭阳 赤壁市发改局工作人员
张海宴 通城县隽水镇油坊村党支部书记
王有林 通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院干部
杨 周 咸宁市咸安区浮山办事处旗鼓村农民
拟表彰烈军属（3名）
熊 静 嘉鱼县鱼岳镇方庄派出所民警
卢昌英 崇阳县天城镇七星社区居民
成竹兰 通山县通羊镇双泉社区居民
拟表彰好军嫂（5名）
张 娟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霍娟娟 咸安区温泉办事处双鹤桥社区居民
邓元珍 咸安区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
邓晨蕾 通城县隽水镇白沙洲社区居民
王素君 崇阳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2018年6月7日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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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香城蓝盾 方便随手举报

本报讯 通讯员梁耀报道：近日，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教育局联合印
发紧急通知，开展全市校园食品安全“护
校行动”专项整治，保障师生“舌尖上的
安全”。

通知要求，联合开展拉网式检查，要
结合各县市区考试规模和考点设置情
况，在中高考前开展学校食堂、考生食宿
点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的全面检
查；要开展考试期间巡查，必要时派员进
驻考生就餐集中的餐饮服务单位、学校
食堂，实行驻点监督，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要加强重点环节控制，重点检查食
品经营单位许可资质、食品采购、储存管
理、食品加工过程关键环节质量控制、从
业人员健康状况及食品添加剂管理、餐

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管理等内容，督
促餐饮服务单位严格执行各项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对检查发现的餐饮安全薄弱
环节和突出问题，要限期整改，整改不到
位的，要暂停提供餐饮服务。要及时收
集整理考生及家长反映的食品安全问
题，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突击检查。要
督促建立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机制，
包括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培训管理制
度，加工经营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洁、消毒
和维修保养制度，食品、食品添加剂、食
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
台账记录制度，关键环节食品加工操作
规程，食品留样制度，餐厨废弃物处置管
理制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方案、投诉受理制度等。要建立

健全中高考期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
预案，确保信息畅通，遇有突发食品安全
事件发生，妥善处置，及时上报，将危害
降到最低。

通知强调，学校不得制售生食水产
品，严禁采购和使用“三无”食品、假冒伪
劣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
原料，严禁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严
禁添加非食用物质加工食品，不得滥用
食品添加剂。要加大打击力度，严厉查
处无证经营、从非法渠道采购食品，使用

“地沟油”、病死猪肉、“瘦肉精”猪肉等劣
质食品及原料，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
滥用食品添加剂加工食品的行为；对采
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非法添加非食
用物质的行为，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要强化追责问责，对发现食品安全事故
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通知明确，要切实落实学校食品安
全责任，教育部门负主管责任，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负监管责任；学校校长承担第
一责任人责任，学校食堂负责人承担主
要责任人责任。

我市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护校行动”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新华社上海6月7日电 6月7日，
太平洋保险在上海签发了全国首张个税递
延养老险保单，投保客户为我国首架国产
大飞机C919首飞机长蔡俊，这意味着个税
递延养老险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中国
人寿、泰康养老、新华人寿、平安养老、太平
养老也陆续在上海市场投放相关产品。

个税递延养老险是指个人购买符合

规定的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允许在申报
个人所得税时，按一定标准税前扣除，至
领取商业养老金时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
一种商业养老保险。自2007年起，上海
保监局积极推动个税递延养老险试点，持
续开展试点准备工作。2018年 4月 12
日，《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
保险试点的通知》正式出台，要求自2018

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
市)和苏州工业园区三个地区开展试点，
为期一年。

据悉，截至目前，上海共有12家保险
公司符合开展个税递延养老险业务的经营
要求，个税递延养老险产品共分为收益确
定型、收益保底型、收益浮动型等三大类，
体现了“收益稳健、长期锁定、终身领取、精

算平衡”的原则，参保人可根据自身条件和
风险偏好选择购买一款或多款产品。

上海保监局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
试点过程，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及时解决试点问题，严守风
险底线，力争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可复
制、可推广的方法，供全国其他地区借鉴
使用。

个税递延养老险试点落地

高考
为你加油

6月7日，在广西南宁市天桃实验中
学考点，一名考生准备进场前和家长互动
加油。

当日，2018年高考拉开帷幕。
据新华社

（上接第一版）
野马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的牵头领导是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远鹤，责任单位是咸宁高新区。该项目由四川
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年产10万辆新能源汽车，总
投资21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2亿元。目前，该项目用地红
线图、宗地图已出，设计条件已下达，土地评估已完成，招
拍挂程序正在进行。高新区已与有关投资方对接，对方已
同意投资。野马汽车公司正在和第三方公司洽谈合作，共
同打造共享新能源汽车运行平台。市直相关部门正在积
极申报生产资质。

类似的项目还包括：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智能家电生
产基地，喜马拉雅氢能源电池项目，湖北航星光电子集成
高新科技园。

多产业融合成趋势

一批生态环保项目富有绿色底蕴，得到强力推进。
双龙山、孝子山片区综合保护开发项目定位精准。该

项目整体策划为“长江生态咸宁闲林试验区”，项目实施范
围为孝子山、双龙山、闲林谷、泉都大道绿化和大幕山开
发。目前，项目已初步完成概念性策划方案，相关项目手
续也在同步准备中。

落雁湖．未来城项目位于我市北部空间斧头湖区。该项
目按照“大旅游、大健康、大文化”的发展战略要求，打造绿色、生
态、宜居的新型城镇典范。该项目总投资约300亿元。该项目
已开展选址、融资、策划等工作，正在编制审批总规控规。

不少项目是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咸宁际华园项目总投资45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2．

8亿元。完成了项目启动区主体工程。总包中标单位６月
１日进场。它突破传统旅游项目的单一模式，建设集时尚
运动娱乐、国际时尚品牌购物、旅游度假休闲、特色餐饮为
一体的新生活体验中心。

高桥军旅小镇及白水畈田园综合体项目融合发展一、
三产业。计划总投资３０亿元。它依托１３１工程，建设
军事教育、军事拓展、军事体验于一体的军旅小镇。该项
目已完成总体规划、游客服务区的土地征用和平整及规划
区内道路硬化刷黑，完成投资２０００万元。

据统计，今年“211”工程中的39个产业发展类、基础
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9个，开工率74.36％。目前已完成投
资16亿元。

每一个项目都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建
设好“211”项目，我市建立“一个项目、一套工作专班、一名
市领导牵头联系”工作机制。每个重点项目牵头市领导为
第一责任人，他们定期督促项目建设，解决实际问题。市
重点投资项目办发挥统等协调作用，加强工作调度。各项
目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负责人全面履行职责，积极帮助解
决有关难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俄罗斯

敦促欧盟取消对俄制裁
新华社维也纳6月7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访

问奥地利时表示，欧盟应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制裁
对各方都有害。

普京当天对奥地利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这是
他今年3月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的首次出访。普京当天
分别与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和总理库尔茨举行了会谈。

在目前俄欧关系紧张之际，俄奥双方在欧盟对俄罗斯
的制裁问题上的表态备受关注。普京在与范德贝伦会谈
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说，所有出于政治动机的制裁都是片面
的，不会产生最终结果，且对各方都有害。

范德贝伦说，奥地利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奥地利不
会违反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奥地利与欧盟路线
保持一致，但致力于对话。库尔茨说，奥地利支持欧盟对
俄罗斯的制裁，但同时主张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取消制裁。

欧盟

对美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7日电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

公告说，作为对美国加征钢铝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欧盟
委员会当天批准对已向世界贸易组织（WTO）通报过的全
部美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征收措施将于7月份生效。

欧盟在公告中说，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6月底前与成
员国协调完成相关程序，以便在7月份开始实施新的关税措施。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5月31日表示，美国将从6月1日
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和10％的关税。

据欧盟统计，美国钢铝关税措施对价值约64亿欧元的
欧盟出口产品造成了影响。为了实现贸易再平衡，欧盟决
定将对价值28亿欧元的美国产品立即实施加征关税措施。

975万考生步入考场
“00后”成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