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凉山森林火灾

火情得到控制
4 月 15 日， 记者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人民政府新闻办获悉，14 日，木里、冕宁两
县共投入 560 余人实施扑救， 冕宁县腊窝村
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在冕宁县腊窝乡腊窝村，4 月 14 日共投
入 360 人开展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采取水泵
抽水灭火的方式，灭除烟点 3 处，砍设隔离带
5 公里。 投入 3 架直升机，全天吊桶作业洒水
19 桶 40.4 吨。整个火情形势得到有效控制。 4
月 15 日，当地将利用有利气象条件采取分线
作业、重兵突击的方式继续开展扑救工作。

此外，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森林火灾 4
月 14 日投入 200 余人对火场进行清理并固
守火场，防止死灰复燃，15 日继续投入 200 余
人清理火场。 ②6 （据新华社）

我省少年儿童入学率

明年将达 100%
2020 年， 全省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100%。 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全省各地
将精准实施控辍保学措施， 依法保证每一位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完整、公平、有质量的义务
教育。

据介绍，近年来全省义务教育入学率、巩
固率持续提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受
办学条件、地理环境、家庭经济状况和思想观
念等多种因素影响， 我省一些地方仍不同程
度存在辍学现象，个别地方初中学生辍学、流
动和留守儿童失学辍学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对此，省教育厅要求，各地要依法保证每一位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完整、公平、有质量的义务
教育。 按照计划，到 2020 年，全省义务教育入
学率达到 100%，巩固率达到 96%。

按照部署， 各地要切实履行政府控辍保
学法定职责， 全面掌握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
情况,督促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依法送适龄
儿童少年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 学校要建立
和完善辍学学生劝返复学、 登记与书面报告
制度。 要落实家长责任，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应当依法送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并
完成义务教育， 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
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的， 由当地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县级教育部门给予
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司法
部门依法发放相关司法文书。 ②6（据新华社）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

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扩大高职分类招考规模

4 月 16 日出版的第 8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
文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

文章强调， 新时代呼
唤着杰出的文学家、 艺术
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
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
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
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以人
民为中心、 以精品奉献人

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文化文艺工作者、 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
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
灵的重要职责， 承担着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
元的使命。文化文艺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
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
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文章对做好新形势下

文化文艺工作、 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提出了四点要
求：第一，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第三，坚持以精品奉献
人民。第四，坚持用明德引
领风尚。

文章强调， 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 70 年
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无
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
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
史诗。 希望大家深刻反映
70 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
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
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
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
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
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
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
强大精神激励。 ②6

（据新华社）

4 月 15 日记者获悉，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
好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
工作的通知》，对今年普通
高校招生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稳妥推进高
考综合改革，深化考试内
容改革，充分体现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要求，以立
德树人为鲜明导向，推动
学生关键能力和核心素

养在教学和考试中的落
地落实。 推进高中综合素
质档案使用。 探索在高校
组织的考核中增设体育
测试。 有关高校要在保送
生、自主招生和高职院校
分类招考等类型的学校
考核中，积极增设体育测
试 ， 测试项目由高校自
定，测试成绩作为录取的
重要参考，引导考生更加

重视体育锻炼。
通知强调完善招生计

划管理， 继续实施国家支
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
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健
全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
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严
格实施区域、 报考条件和
资格审核，完善招生办法。
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
加高考政策，加强对“高考

移民”的综合治理。
在高等职业教育考试

招生方面， 教育部要求加
大高职教育资源统筹，进
一步扩大高职分类招考规
模，完善“文化素质+职业
技能”的评价方式，逐步形
成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培养
规律和特点的人才评价选
拔模式。 ②6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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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启动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程

今年约 1 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
记者从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日前，该厅印发
的《河南省农村公路“百县
通村入组”工程实施方案》
指出，2019 年，河南省将实
现约 1 万个自然村通硬化
路， 今年年底全省自然村
通硬化路率达 80%左右。

据了解， 河南省早已

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化
路， 但仍有部分自然村未
通硬化路， 还存在乡村道
路通达不深、通而不畅、通
而不连等问题。 此次实施
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
工程， 目的是打通群众出
行“最后一公里”。

据介绍，实施中，将因

地制宜、合理确定通村组道
路建设标准和发展目标任
务。 总的来说，原则上路面
宽度不低于 3米，可在会车
困难路段设置一定数量的
错车道，鼓励有条件地区路
面宽度不低于 4.5 米；对于
占地多、拆迁难、地质复杂
等特殊路段及通至人口较

少自然村的道路，路面宽度
可适当调减；道路建设尽量
利用原有路基、路面，并根
据实际交通量合理确定硬
化路面类型和厚度； 鼓励
有条件地区采用水泥混凝
土路面， 厚度一般不小于
15 厘米。 ②6

（据新华社）

要闻窗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作
条例》。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
作条例》。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 10 年
增长 28.29 万人。

●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发生事
故导致 10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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