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时事/广告
审稿：李顺桥 责编：严立 版式：严立 总检：尹一冰2018年3月14日 星期三

本报地址：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 采访中心：5328660 广告中心：5322630 2887979（邵东代办处） 常年法律顾问：湖南大行律师事务所曾晓文律师

本报发行部发行（投诉电话：5315092 ） 本报印务公司印刷（咨询电话：53244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邵工商广许证字1001号 年价295元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2003

年，是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

备案、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主管的全

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占地面

积 426880m2，总建筑面积 203565m2。

现有在职教职工390人，在籍在校学

生7468人。

学院设有电梯工程学院、汽车与

智能制造学院、信息技术与创意系、财

会工商系、生物工程系、建筑工程系、

五年制大专部、公共课部、思想政治教

育部、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等“四系三

院三部”。现有湖南省先进装备制造示

范性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1个，中央财

政支持的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重点建设专业2个，中央财政支持的职

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2个，湖南省校企

合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1个。

学院注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2016年，学院与世界五百强企业迅达

电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电梯工程

学院暨华中电梯培训基地；与湖南百

捷公司合作成立互联网学院，新开移

动互联网专业。2017年，学院与广东

睿昌智能制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

作成立了汽车与智能制造学院，合建

了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中心。

学院先后荣获“湖南省高等学校

就业先进单位”“湖南省职业技能鉴

定先进单位”“邵阳市党风廉政建设

先进单位”“邵阳市综合治理先进单

位”“邵阳市公众满意学校”等一系列

荣誉称号。

一、单独招生报名

1.招生对象：符合湖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报名资格的

2018年应、历届普通高中、中职、技校

毕业生。

2.报名条件：已经参加了2018年

高考报名（含对口招生考试）的考生。

3.报名方式：登录湖南省高校招

生考试信息管理平台（http://www.

hneao.cn/ks）进行网上报名，没有通

过该平台进行网上报名的无效。在网

上报名期间，我院将在院内设立报名

点，没有条件进行网上报名的考生，

可来我院招生就业指导处现场报名。

4.报名时间：3 月 15 日至 4 月 9

日，逾期不能补报和修改报考信息。

5.报名资格确认时间（领取准考

证）：4月11日至4月14日，凭身份证

原件到学院招生办领取。

二、单独招生考试

1.考试方式：笔试＋面试

2.笔试科目：采取“文化+技能测

试”模式，总分为300分，主要考查语

文、数学与职业能力。

3.面试100分。

4. 考 试 时 间 ：4 月 15 日 上 午

9：00-11：30。

5.考试地点：学院至诚楼。

6.考生须持准考证和身份证参

加考试，逾期被视为放弃。

应届高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按75%折算为笔试成绩。

三、单独招生录取

录取分数线由我院自行划定，我

院将结合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择优确

定单独招生的录取名单。确定名单

后，将在我院网站公示一周，无异议

后，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审批后

发放录取通知书。

四、单独招生专业（专业介绍详

见学院网站）

电梯工程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广告设计与制作

电子商务

服装与服饰设计

会计

金融管理

旅游管理

文秘

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技术

动物医学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药品生产技术

五、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学

院路邵阳职业技术学院（市内乘25路、

26路、104路公交车到邵阳职院站下）

邮政编码：422004

招办咨询电话：0739-5301928、

5301616

传真：0739-5301616

邮箱：syzyedu@126.com

学院网址：

http://www.syzy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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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3月13日分别致电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尼泊尔
总统班达里，就孟加拉国客机在尼泊尔失事表
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客机失事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
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分别向孟加
拉国总理哈西娜、尼泊尔总理奥利致慰问电。

就孟加拉国客机在尼泊尔失事

习近平分别向两国总统致慰问电习近平分别向两国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分别向两国总理致慰问电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
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
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
了宪法修正案。这一结果，充分体现了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
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对推
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在新时代发挥

“治国安邦总章程”的根本性作用，对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广泛动员和组织全国各
族人民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而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宪法乃九鼎重器。此次宪法修改，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整个修改过程，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充分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严格遵循宪法修
改的法定程序，是一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次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重大创新，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宪治
国、依宪执政的坚定信念。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
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捍卫宪法和
法律尊严，同时，宪法也要为坚持党的领导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
家根本法，特别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
指导地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

必将进一步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
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
方面，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
正确轨道向前推进。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领导人
民治理国家，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
作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
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无论严格依法按程
序办事、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修改过程，
还是党的领导、人大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地
方立法制度、监察制度等宪法修正案制度设
计，都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反映了我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为党和国家兴旺
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
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此次宪法修改，贯
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注重
从政治上、大局上、战略上观察处理问题，注重
从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解
决问题，维护宪法权威性，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大举措。宪法修正案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领导人民推进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的重
大成果，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
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了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促进全面依法治国迈出坚实步伐。

从我国法治的发展进程来看，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贯穿
始终的一条指导方针。深刻领会宪法修改的重
大意义，更好发挥宪法国家根本法作用，我们
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更好发挥出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新华社北京3
月13日电 人民日报3月14日评论员文章）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二论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上接一版）
他告诉记者，去年江西八成多的县通过了

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下一步将考
虑对义务教育抬高底部促均衡，啃下尚未通过
验收的硬骨头。

以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还有很多坡要爬、坎要过，需要应对可以预
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

“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是导向变化，对经济发
展的评价体系也需要创新。传统要素如能源、资
源、土地、资金等的比重要下降，新型要素如技
术、信息等的比重要提高。”上海申银万国证券
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委员说。

江苏省建湖县天和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鲁曼代表谈到，他们生产的肉类产品90％
都是通过互联网销售。如果物流成本、流量资费
不降，农民就缺少积极性。

“乡村要振兴，必须要靠改革红利。”鲁曼
说，降物流成本、降资费不是出台一个政策这么
简单，背后是相关领域的深度改革。

以改革回应民生新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老百姓关心什么、

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
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代表经过多年调
研和思考，从 2007 年开始在全国两会上呼吁

“建立教育公务员制度”。
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发布，确立公办
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

“教师们反映已久的问题，只有用改革的办法
才能取得实质性推进。”周洪宇表示，“今年我还要
提出更具体的建议，推动相关配套制度早日建立。”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我们现在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像一些

特殊材料、关键零部件等‘卡脖子’问题仍比较
突出。”来自中科院的朱日祥委员说，“政府工作
报告强调科技、重视创新，令人振奋。希望这些
创新激励政策能够落地生效，不适合发展需要
的陈规旧章彻底废除。”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
开放也永无止境。”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程永波委
员说，我们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
继续发扬“开路架桥”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

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
点上实现新突破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拿出“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决心和勇气，对标高标准、增强获
得感、实现新突破，坚定不移做深做透改革开放
这篇大文章。

“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思想再解放改
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
大力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掷地有声。
“容易改的都改完了，现在改的都是硬骨头，

改革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黑龙江省
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守聪代表说，黑龙江农垦体
量大、人口多，是改革重点、难点，但必须坚定信
心，推进“农垦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要立足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

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
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的监察法草案，将进
一步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推动反
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经济学家高尚全说，各方面制度完善与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是基
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关键因素。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要强化责任、抓好
落实——

党的十九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
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任务，部署了一大批力
度更大、要求更高、举措更实的改革任务。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资国
企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
革、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改革”一词出现了97次。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在全国推开“证照分
离”改革，重点是照后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
合则合，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上海浦东新
区区长杭迎伟代表表示，要全力对照国际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全力跑出“自贸区速度”。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要以“奋斗者”的
姿态，脚踏实地、苦干实干——

国企本钢和民企沙钢对东北特钢进行联合
重组后，两个月就扭亏为盈。本钢集团董事长陈
继壮代表认为，如果能大刀阔斧地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用存量吸引增量，就相当于为国有资
本做强做优按下了“快进键”。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要发扬‘实干’精
神，干字当头，干出实打实的新业绩，干出一片新
时代改革发展的新天地。”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孟凤朝委员说。（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