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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全国成品油价格下行
跌幅 !"#$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郑玉焯
受贿案一审宣判

! ! !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 日
公开宣判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郑玉焯破坏选举、受贿一案，对被告人
郑玉焯以破坏选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十万元；扣押在案的受贿所
得及相关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年底至 "%&'

年初，被告人郑玉焯为当选辽宁省第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向辽宁
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送手机% 利用
担任辽宁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的
职权直接或者通过他人安排部分市财
政局局长向省人大代表拉选票等手段
破坏选举，共涉及辽宁省 && 个市的
() 名省人大代表，涉案层面高、地域
广、人数多、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年底，郑玉焯为实施贿选，利用担任辽
宁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职务上的
便利，通过身边工作人员向时任辽宁
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局长孙耀民索要手
机 '% 部，价值 $*+) 万元。

! ! ! !记者日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了解到，目前法工委正在抓紧
起草国歌法草案，将于今年 ) 月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国歌的奏
唱、使用等行为。

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
国家的象征。我国分别于 $,,% 年和
$,,$ 年制定了国旗法和国徽法，但
至今对国歌却仍未专门立法。现实
生活中，国歌也未得到普遍尊重和
爱护。由于缺乏法律约束，社会上存
在随意使用国歌、奏唱国歌不严肃
等问题。此外，国歌对青少年的教育
功能发挥不充分。近年来全国两会
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提出关于制定国歌法的建议、提案，
建议尽快填补立法空白。

目前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国歌
法，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对国歌的演奏、播放和使用作了一
些规范。如国旗法规定，举行升旗仪
式时，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
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
国歌或者唱国歌。广告法规定广告
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歌，并明

确了违反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年 $"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
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对国歌
的奏唱场合、奏唱礼仪和宣传教育
提出了明确要求。

实施意见规定国歌可以在下列
场合奏唱：重要的庆典活动或者政
治性公众集会开始时、正式的外交
场合或者重大的国际性集会开始
时、举行升旗仪式时、重大运动赛会
开始或者我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赛
事中获得冠军时、遇有维护祖国尊
严的斗争场合、重大公益性文艺演
出活动开始时以及其他重要的正式
场合。同时规定，私人婚丧庆悼，舞
会、联谊会等娱乐活动，商业活动，
非政治性节庆活动，其他在活动性
质或者气氛上不适宜的场合，不得
奏唱国歌。

实施意见还明确，对在不适宜
的场合违规奏唱国歌并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的现象，对奏唱国歌时不合
礼仪的行为，要批评教育，严肃纠
正，增强国歌奏唱的严肃性和规范
性。

! ! ! !高铁综合检测动车组以最高 &'(

公里)小时的速度，' 日下午在张家
口———呼和浩特客运专线内蒙古乌兰
察布至呼和浩特东段进行联调联试。

张呼客运专线是国家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八横八纵”快速客运网京兰高
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起河北张家口，
西至内蒙古呼和浩特，线路全长 &*+"*

公里，设计时速 &(! 公里)小时。
此次联调联试的区间计划于今年

' 月底开通运营，届时两地的运行时
间将从现在的 , 小时缩短为 #( 分钟。
预计至 &!,* 年，张呼客运专线将全线
建成通车，未来将会与在建的京张高
铁接轨，届时呼和浩特至北京的运行
时间将从现在的平均 - 小时缩短为 #

小时以内。

时速 &'( 公里
内蒙古首条高铁
跑出顶峰速度

张呼客专进行联调联试资料图

洞庭湖最大矮围爆破拆除
提升原有湿地生态恢复调节功能

爆破队对下塞湖北闸实施爆破

近日，多地陆续公布了今年高
考的加分政策，不少地区的高考加
分项进一步收紧。与此同时，多地
发布通知，要求确保高考的考试安
全。

多地收紧高考加分政策
在北京，从今年高考起，少数民

族考生加分范围调整为“从边疆、山
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高中
教育阶段转学到本市的少数民族考
生”，加分分值为 ( 分，仅适用于市
属高校招生录取。据了解，往年高考
加分考生中少数民族考生占比很
高，今年政策调整后，此类加分考生
数量可能会大幅减少。

湖北的政策提出，今年高考招
生取消农村独生女加分项目，这项
加分政策是湖北目前唯一的地方性
高考加分项目。

新疆从今年起取消双语班考生
普遍性照顾加分政策。

重庆取消了“农村独生女”“三
峡库区搬迁移民子女”两项加分照
顾政策。

浙江、上海探路“新高考”
今年高考新政中最吸引眼球的

是上海、浙江两省市将在全国率先

探路“新高考”。按照此前发布的改
革方案，浙江、上海两地将文理不分
科，考试科目采用“#.#”模式，即除
语数英 # 个主要科目外，其他 # 门
为选考科目。

在报考方面的变化也格外大，
在上海的方案中，首次推出“院校专
业组”作为新的录取单元。一所高校
可以根据人才培养需求，自主决定
把招生专业打包成若干个专业组，
但在同一专业组内，对考生选考的
科目要求必须一致。复旦大学招生
办公室主任丁光宏举例介绍了这一
新的报考方式，“以数学系和历史系
为例，如果考生对这两个专业都喜
欢，如果不能读数学就读历史，这在
传统报考志愿的时候做不到。现在
新的报考方式通过选课满足学生的
要求，做到文理不分科。”

80个平行志愿填报
浙江版方案中，报考和录取单

元更加细化，不再有报哪个学校的
说法，而是直接改为按专业填报志
愿。以招生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
批次为例，考生可以报考 *! 个专业
平行志愿，按成绩分时分段选报。

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尚可介绍，
目前学生和家长对这样的新政普遍

比较欢迎，“虽然是 *! 个志愿，但是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真正用到的也
没有那么多，但是不用像过去那样
调剂了，可能录取过程中，学生在专
业上面更能满足”。

宁波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学

兰表示，高考新政将引导大家更理
性地选择自己的高考志愿，“随着
大家选择权更多以后会慢慢地回归
到理性中，叫做‘不买最贵只买最
对’，符合自己的未来发展的需
要”。 （据央视）

不再有报哪个学校的说法，而是直接改为按专业填报志愿
考生可以报考 *! 个专业平行志愿，按成绩分时分段选报

国歌法草案正在抓紧起草
将于今年 + 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相关新闻

湖南省沅江市政府 ' 日对位于
辖区内的下塞湖北闸实施爆破拆
除。这意味着存在了 ,( 年的洞庭湖
最大非法捕鱼设施———下塞湖矮围
将不能再危及湖区鱼类。

北闸门是下塞湖矮围三个节制
闸中的一个。下塞湖矮围利用人工
筑堤、人工控水的手段，将鱼类困在
围内进行捕捞。整个下塞湖矮围涉
及沅江、岳阳市湘阴县和汨罗市，面
积达 # 万多亩，堤长 &", 万米，其中
沅江境内堤长 , 万米。如此规模的

“鱼牢”，对洞庭湖渔业资源的破坏
巨大。

记者在现场看到，待爆破的闸
门主体高约 ,( 米、长约 '! 米，上面
还留着“洞庭湖原生态农业基地”的
字样。负责指挥的湖南长工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高级技术员莫志平介
绍，由于闸门结构复杂坚固，因此同
时使用了钻孔炸药和炸药包。

下午 ( 时 ' 分，爆破手在距闸
门 *!! 米外的安全距离按下按钮。
不到 & 秒的时间里，整个闸门主体
明显下沉。

沅江市是湖南省“拆围”重点
市。据介绍，&!,+ 年底，沅江市启动

“拆围行动”，已功能性摧毁矮围面
积 ,+"'* 万亩、闸口 -, 座。下塞湖
北闸的拆除，将进一步保护水生生
物繁衍生息，加快洞庭湖原有湿地
生态调节功能的恢复速度。

根据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今年
内洞庭湖区的矮围将被全部拆除。

国歌最后一句为什么多个“进”字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

"%$( 年立法工作计划，关于国歌法
的法律案拟于今年 ) 月初审。这个
消息让连续十年提案为国歌立法的
全国政协委员于海非常高兴，他向
记者讲述了自己执着于此的原因。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国歌最后
一句：前进、前进、前进进，多一个

‘进’字呢？”我总是回答：这才是国
歌的点睛之笔———“前进进”的节奏
感，凸显了国歌精神的进行时态，它
在指引我们。

于海说，很多时候自己被国歌
演唱时人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崇敬甚
至虔诚所打动，这也是他致力于保
护国歌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国歌与
中华儿女坚韧、奋进的历史密不可
分。《义勇军进行曲》写成后，成为鼓
舞中华儿女抗击侵略者、奋勇前进
的战歌之一。在阅兵、出访、体育赛
事等重要场合，奏响的国歌也持续

唤起人们对历史的纪念，激励着中
华民族不断前进。

然而，近年来国歌的使用出现
了一些乱象。有人随意改变国歌的
速度、情绪等；有人在演唱国歌时嬉
笑、打闹；还有人在婚丧、商业活动
中播放国歌。“这都是对国歌的不尊
重。”于海痛心地说。

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
两会的十年中，于海每年都提案为
国歌立法：国歌作为主权国家的声
音形象，应该和国旗、国徽同样受到
法律保护。比如它的标准是什么，应
该用什么速度、什么情绪演奏，如果
出现损害国歌的情况应该承担什么
法律责任等。

“如今，国歌立法即将成为现实，
我也受邀参加了全国人大的有关座
谈会。”于海说，希望通过立法维护国
歌的尊严，也把国歌中渗透的中国历
史、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依据新华（大庆）国际石油资讯中
心发布的报告，截至 ( 月 ( 日，全国成
品油价格指数为 ++/"!-，跌幅 !"#!.，
全国成品油价格指数继续下行。

全国成品油价格指数运行结果表
明，本报告周期 -&/ 汽油平均价格报
收于 +(#/ 元)吨，较前一报告周期下
跌 # 元)吨（与前一报告期基本持平）；
!/ 柴油平均价格报收于 (+(( 元)吨，
较前一报告周期下跌 &( 元 )吨（折合
!"!& 元)升）。综合来看，全国柴油平均
价格下跌，带动全国成品油价格指数
继续下行。

新华（大庆）国际石油资讯中心分
析师李振国认为，近期投资者对供应
过剩担忧高涨，国际油价继续下行。国
内市场基本面继续疲弱，汽柴油市场
价格继续下行。国际方面，美国能源信
息署（012）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 月 &*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 万桶，低于预期，该消息利空国际
油价，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继续维持
震荡格局。

浙江新高考报考方式变化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