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我军
新设立“八一勋章”，并组织开展首次评
选。经过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现役
部队提名推荐，近日产生初步候选人。
现向军内外公示，接受评议。

马伟明，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
院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

王刚，武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

某支队支队长。
王永志，原总装备部 921 工程总设

计师、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忠心，96722部队71分队班长、一

级军士长。
韦昌进，山东省济南警备区副政治

委员。
牛先民，陆军某预备役高射炮兵师

副政治委员。

印春荣，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
市支队支队长。

麦贤得，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
李中华，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原副

部长。
何祥美，73653部队原某分队分队长。
冷鹏飞，原 81032 部队副军职调研

员。
林永年，军委办公厅某单位研究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佳冀，95478部队部队长。
景海鹏，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

天员。
程开甲，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正军

职常任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谭清泉，原 96301 部队装备部技术

处高级工程师。
戴明盟，92198部队部队长。

我军新设立“八一勋章”首次评选公示初步候选人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我军
新设立“八一勋章”，并组织开展首次评
选。新设立的“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
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
的军队最高荣誉，授予在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
员。经过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现役
部队提名推荐，近日产生初步候选人，
向军内外公示接受评议。

评选颁授“八一勋章”，是贯彻落实党

中央、习主席关于功勋荣誉表彰决策指
示，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
饱含着习主席对军队的深切厚爱，对英
模典型的高度褒奖，将极大提振军心士
气、激发昂扬斗志，汇聚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的强大正能量。此次评选颁授工作，以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聚
焦备战打仗和直接为战斗力服务，注重先
进性和代表性，重点选拔在促进战斗力生
成提高、完成作战等重大任务、推进科技
兴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作

出杰出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英模典
型。各级把组织评选作为深入推进政治
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强化练兵备
战的重要载体，采取提名推荐、资格审
查、组织公示、全面考核、呈报审批的步
骤组织实施，使评选过程成为深入学习
英模事迹、激励官兵昂扬奋进的过程。

“八一勋章”是军人最崇高的荣誉，
英雄模范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广大官
兵积极参与推荐评选，表示要以习主席
关怀厚爱为强大动力，以“八一勋章”评

选颁授为重要契机，学英雄、建功绩、当
先进，踊跃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颁授勋章是我军一项重要的荣誉激
励制度，1955年国家决定对在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
人民军队有功人员，分别授予八一勋章和
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奖章、解放勋章和
奖章。1988年军队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军
队离休干部，分别授予红星功勋荣誉章、
独立功勋荣誉章、胜利功勋荣誉章。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我军新设立“八一勋章”并组织首次评选

拨通电话，先听到数声警笛，然后是“你
拨打的机主已被登封市人民法院发布为失信
被执行人，请督促其尽快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的声音。近日，河南省登封市法
院为失信被执行人定制手机彩铃服务，促其
尽快履约。

从去年开始，河南省法院不断加大对拒
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判文书的“老赖”的
打击力度。近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到
登封法院调研执行工作时提到，破解执行难
就要“压缩老赖活动空间，让其在朋友圈丢尽
脸面、无处躲藏”，并建议在老赖手机上做文
章，让朋友圈一打电话就知道其是“老赖”，让
大家敬而远之，同时对“老赖”使用的高端智
能手机进行查扣拍卖。

根据此建议，登封市法院即与登封市移
动、联通、通信公司联络合作，由法院出具协
助执行通知书，对“老赖”手机实施定制彩铃
服务。登封市法院执行局负责人杨军说，这
个彩铃“老赖”自己取消不了，只有履行完法
院判决，由法院出具手续方可恢复正常。

河南惩戒老赖出新招
定制手机彩铃促履行

国内首条自主化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行
线路——北京轨道交通燕房线首段开始跑图
试验，并将进行全线调试，计划2017 年年底
开通。

据承担建设任务的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
介绍，北京燕房线列车最高运行时速为80公
里，共4辆编组，最大载客量为1262人。目前
的调试任务，主要是通过统一行车调度指挥，
完成各系统功能的调试任务；对电客车进行
接收、看护、管理、调车等，并建立一套完善的
管理体系。

据悉，全自动运行列车最大的优点就是
列车运行的平稳，无论起步、加速、停车还是
区间运行，电脑控制着列车在各运行阶段平
缓的过渡，最大限度保证乘客舒适的乘坐体
验。

国内首条自主化
“无人驾驶”地铁线试跑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成都晚报

国家卫生计生委昨日就《关于加
强卫生计生系统行风建设的意见》举
行例行发布会表示，为持续推进医德
医风建设，卫生计生系统将织密织牢
行风建设“高压网”，开展重点领域专
项整治，同时要建立征信体系，发生医
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案件
的机构和个人列入征信系统，实行行
业禁入制度。

据国家卫计委介绍，近年来卫生计
生系统行风建设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得
到不断完善，查办行风案件保持高压态

势。2014年，我国提出加强医疗卫生行
风建设“九不准”，包括不准将医疗卫生
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
挂钩、不准开单提成等。然而，医药领
域不正之风在极少数的医疗机构以及
个别医务人员中仍然存在。

“我们要把‘九不准’作为卫生计生
系统行风建设‘带电的高压线’，持续推
进落实。”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巡视
员李路平介绍，“九不准”规定出台以
来，国家卫计委已经在14个省市共开展
了880次专项治理活动。

“医疗服务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
作，不仅要求医生的业务精良，还要求
了解患者的心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副院长程南生介绍，一些医务人员“重
业务、轻服务”的现象为提升医院服务
水平提出了新的课题。

自我纠偏纠错的“免疫剂”如何用
好？意见明确要对重点医疗机构进行
巡查。2020年，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
开展医院巡查工作。同时，大力普及行
风 教 育 培 训 ，2020 年 培 训 率 达 到
100％。建立卫生计生系统征信体系。

制定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实施办法。
“这样逐步织密织牢行风建设‘高压
网’，让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都能受到
监督。”李路平说。

意见还明确了行风建设的其他目
标任务。到2020年，我国县级以上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和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
构配置专职行风建设人员。医德医风
建设快速发展，初步建成群众满意、社
会认可的行风建设体系。

重拳打击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

国家卫计委：建立征信体系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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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昨日宣布，该校的计算机
科学系研发了一套利用智能手机侦测驾驶者
疲劳状态的系统，有助减少交通意外发生。

这套“驾驶人士疲劳检测及警告系统”利
用智能手机的实时影像，通过追踪驾驶人士
的脸部特征，尤其是眼皮和头部姿势的变化，
实时分析并有效侦测驾驶者是否已进入疲劳
驾驶状态。

当系统侦测到驾驶者出现眼皮慢慢垂
下、眼睛开合收窄、头部向前倾等情况，警报
会自动响起，以提醒驾驶者。而司机需用声
控或用手触动系统才能解除警报。

浸大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张晓明介绍说，
新系统只需一部智能手机便可运作，无需额
外装置，成本低廉，使用方法简单、便携性高、
侦测准确，而且能同时控制前后镜头，可作行
车记录仪使用。

香港成功研发
驾驶者疲劳警告系统

“把纸折成一个容器，在里面煮鸡蛋，怎么才能把鸡蛋煮熟，并不把纸烧坏”“机
器人AlphaGo在围棋上战胜人类，应该高兴还是担忧”……近日，四川大学、四川农业
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举行自主招生考试，来自全国各
地的8000多名考生参加了考试。面试环节出现了很多“烧脑”题目，让考生们“大开
眼界”。

烧脑题1：猎人进入森林带枪还是带粮食

来自安徽的小张同学报考四川大学自主招生。她说，面试先是做1分钟自我介
绍，随后抽取两个问题选择一个回答，她抽到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猎人，只能选
择带猎枪或者粮食一种东西进森林，你会选择什么”。

小张说，“我选的是猎枪。我感觉这应该是一道心理测试题，选择猎枪的人可能
性格激进，选择粮食的人可能性格比较沉稳。虽然我选择了猎枪，但我并不是性格
激进的人。猎人不带猎枪，就像考生进考场不带笔。我带着猎枪，最好的情况是用
猎枪打到猎物就有粮食。实在不行的话，没有粮食就回家，不用一直待在森林里。
最坏的情况是，碰到野兽侵袭猎枪可以保护自己。”

烧脑题2：纸折容器煮鸡蛋 如何保“两全”

报考四川大学的古同学说，他抽到的面试题目与所学专业相关，其中一个问题是“把
纸折成一个容器，在里面煮鸡蛋，怎么才能把鸡蛋煮熟，并不把纸烧坏”。

他说，这个题目考的是物理等相关知识。他写的答案大意是：把纸折成容器，把鸡蛋
放里面，别让鸡蛋壳与纸直接接触，然后直接煮，由于水温不会超过一百摄氏度，那么纸
也不会超过一百摄氏度（因为纸会把热量都传给水），所以纸不会着火。

烧脑题3：怎样更大程度争取科研经费

来自青海的一位考生，在参加电子科技大学自主招生考试时遇到了“如何为所
在的科研部门争取更多科研经费”的问题。

这位考生表示，他从机器人研究学者的角度出发，从社会老龄化现状、国家政策

等角度详细阐述了机器人技术基础与研究的必要性，展现了高中毕业生宽广的兴趣
范围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烧脑题4：机器人战胜人类 该高兴还是担忧

报考电子科技大学的刘同学遇到了“机器人AlphaGo在围棋上战胜人类，人类应
该高兴还是担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辩证看。”刘同学说，一方面，人类研究的机器人在围棋上战
胜了人类，说明随着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带动社会
进步，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另一方面担忧的是，人类研究的机器却战胜了
人类，说明人类还有更大潜力需要激发。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类研究的机器人为我
所用，为社会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

烧脑题5：从C919谈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

刚刚参加完四川农业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傅同学说，他抽到的题目涉及中国大
飞机C919。题目说C919首次试飞彰显了“中国智慧”，但也有人认为，C919的许多
部件来自世界各国，中国“只是造了个壳”，要求考生谈谈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

傅同学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全球化分工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必
然趋势。只要从这个角度去解题，基本上就应该没有问题。”

专家点评
电子科技大学面试专家组成员彭真明：自主招生考试面试，主要考察学生思路

是否清晰、表达是否流畅、知识面是否广阔、对问题的解读分析是否深刻。除了成绩
优异外，我们还希望学生对国家政策、社会热点问题有所了解、思考，并能提炼出自
己的观点，做到有态度、有观点、有举措。

四川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杜彬：自主招生的目的是希望招收具有学科特长
和创新潜质的学生。为此，需要考生知识面较广，除需要了解一定的专业学科知识
外，还需要关注时政和社会发展变化，并且要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只有这样的
考生才能在自主招生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一个猎人，只能选择带猎枪或粮食进森林，你会选择什么

四川5所高校自主招生 面试题目“烧脑”

财政部日前发布消息称，近日，中央财政
下达 2017 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补助资金9.3亿元，用于支持体育部
门所属 1257 个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

财政部文化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推动
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创新，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自2014 年起，中央财政设立公共
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
金。补助资金分为补贴资金和奖励资金两部
分，分别对相关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收费
开放给予适当补贴，对体育场馆提高公共服
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给予适当
奖励。

据介绍，2014 至 2017 年，中央财政已累
计安排补助资金35亿元，有效推动了各地体
育部门所属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在更好地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
促进体育消费的同时，有效推动体育场馆提
高运营活力，实现自身良性发展。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9.3亿
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昨日
在京发布《2017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
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6 届大学生
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 91.6%，与 2015
届基本持平。

这份报告的调查样本为2016届来自
全国31个省（区、市）的28.9万名大学毕
业生，覆盖了1313个专业以及大学毕业

生能够从事的635个职业，327个行业。
报告显示，本科院校2016届毕业生

半年后的就业率为 91.8%，高职高专院
校就业率为91.5%，与2015届的92.2%和
91.2%基本持平。

报告显示，大学毕业生月收入显著高
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且高等教育在毕业
3年内回报明显。2016届大学毕业生平均

月收入为3988元，明显高于2801元的城
镇居民2016年月均可支配收入。

在就业去向方面，报告指出，民企、中
小微企业、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等依然是大
学生主要就业去向，且比例持续上升。信
息、教育等知识密集型产业雇佣大学毕业
生比例持续上升，建筑、制造等劳动密集
型产业雇佣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下降。

报告分析指出，本科就业的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通信工程专业，高职高专
就业的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近年
来为需求增长型专业，就业率、薪资和
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而本科就业的美
术学、音乐表演，高职高专就业的法律
事务、语文教育等专业近年来就业形势
相对较为严峻。

2017年就业蓝皮书：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总体稳定

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398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