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6日讯 今日，第
五届中国报业新媒体大会在
浙江温州瑞安举行。来自人民
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等全
国近百家媒体的社长、 总编、
编辑记者和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分享交流中国报业新时代
融合发展的新经验、 新成果，
探讨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
新趋势，新方向。会议表彰了
2018年度中国报业融合发展
十佳/优秀案例。其中，湖南日
报社“新湖南云”和三湘都市
报“重大主题宣传融合创新传
播”等喜获2018年度中国报业
融合发展优秀案例。

近年来， 三湘都市报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坚守社会责任和核心
价值。 作为国内最早开始数字
化转型和跨媒体实践的媒体之
一，在省内最早提出“融媒体”
概念并付诸实施。 已形成了纸
质版、E报（电子版）、周刊、新
媒体等全媒体矩阵。 在人民日
报社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互联网
品牌大会上，获“全国最具本土
传播力品牌奖”和“全国新媒体
100强”；今年以来，在重大主
题报道融合创新传播中成绩突
出， 被湖南省报业协会评为
“首届湖南报业融合创新奖十
佳单位”， 三湘都市报总编辑
张茧获得中国报业协会颁发
的“2018中国报业重大主题宣
传年度贡献人物”。

■记者 丁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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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维护高考公平，政策制定应慎重

湖南问计于民
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
8万元征集“金点子”

本报12月6日讯 今日上午，湖
南省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三项活动
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活动旨在为
全省人民打造直接参与申办全运会
的交流平台， 为申办筹备小组打通
对接群众的通道。湖南申办2025全
运会正式进入准备阶段。

启动仪式上， 省体育局局长李
舜发布了开展“湖南申办第十五届
全运会主题口号征集”、“我为湖南
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献计献策”和
“我为湖南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点
赞助威”三大主题活动。总奖金高达
8万元,重奖有创意、有见地的建议。

■记者 叶竹

法官律师间将建
常态性互动工作机制

本报12月6日讯 同为法律人，
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官和律
师加强沟通交流将建立常态性互动
工作机制。今天上午，省高院召开律
师座谈会，党组书记、院长田立文出
席会议并讲话。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欧嘉剑

2018年12月5日下午，浙江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
布浙江省2018年11月高考英语科
目加权赋分情况调查结果。 经调
查， 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
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
大责任事故。 省政府决定取消这
次考试的加权赋分， 恢复原始得
分， 并决定对相关职能单位和有
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免去省
教育厅厅长郭华巍的职务。

高考赋分制不是新制度，前
些年广东的高考都是以赋分计算
的，所谓赋分，是先按照原始考分
进行排名， 然后以排名的段次进

行“赋分”，某一个名次比例内的
原始分不论高低所得赋分一样。
赋分制的结果一般会缩小考生的
分差，其优点是能够均衡，缺点是
在原始分微小分差的情况下偏向
于奖励“后进”。

浙江省教育厅对这次英语高
考考试进行“赋分”，其初衷可能
是为了“公平”。这里我们先要了
解一下浙江的英语高考规则，浙
江英语高考可以考两次， 考生可
以在两个成绩里选一个高的，而
现实是下半年这一次的考题比第
一次要难得多， 这样就会造成一
种潜在的不公平： 有些考生二考

发挥更好，但二考考题又很难，那
么他们在二考中考得再好， 分数
也达不到第一次的水平， 这样一
来， 他们二考的好成绩也就失去
了任何意义，以此类推，所有的考
生都会选择一考的成绩（考得好
的都这样， 发挥差的就更没有选
择余地了）， 若不用赋分进行调
整，第二次英语高考就成了多余，
有违两次高考的目的和初衷。

所以， 在抨击浙江省教育厅
相关领导的错误行径时不能一味
义愤填膺，而应进行全盘检讨，还
原事情的来龙去脉。归根结底，浙
江省教育厅的不良作为， 恰恰是

为了追求“实质正义”———不让本
次考试成为多余， 让英语的二考
成绩能成为考生的一个选项。

但浙江省教育厅临时抱佛脚
的“救急方法”却严重违背了程序
正义。因为按照先前制定的规则，
语文、数学、外语只计原始分，不
进行赋分。规则制定好了，省教育
厅却带头“破坏”，等于是自打嘴
巴。制定规则的人带头毁坏规则，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毁长城。

浙江省委省政府责令教育厅
深刻检讨，相关领导引咎辞职，维
护了规则的庄严性， 维护了程序
正义。我们在宽慰的同时，更要对

此次事件进行全面反思， 英语二
考的成绩固然恢复为原始分了，
但是由于二考难度不恰当地远大
于一考，丧失了选择的价值，使其
成为了一次毫无意义的考试。这
就给我们一个警示， 既然两次考
试的目的是要让考生进行选择，
那么就应该大体上控制考题的难
度，即使做不到绝对等值的难度，
但大体上等值总是可以的吧。正
是因为这方面做得不够， 所以才
造成现在的麻烦。

浙江省教育主管部门当反
省！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2月6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
省委员会主任杜家毫主持召开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
神，审议有关文件。他强调，党
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 目的在于加强党对
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
导， 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
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全省上
下要向中央全面对标看齐，在
省委统一部署下， 蹄疾步稳推
进全面依法治省， 不断开创法
治湖南建设新局面。省长、省委
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许
达哲出席。

推动地方立法打破部门、
行业等局部利益干扰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委全
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工作规则》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协
调小组工作规则》《省委全面依
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
则》。

杜家毫指出，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十个坚
持”，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指
导思想、发展道路、工作布局、
重点任务， 创造性地丰富和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 为新时代深化全面依法治
国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
把握精髓要义， 确保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在湖南落地生根、 见到
实效。

杜家毫要求， 加强统筹协
调， 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
作。 要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的重点
工作， 结合湖南实际列出任务
清单，确保逐条逐项落实到位。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推动全社
会坚定宪法自信、 增强宪法自
觉。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重点编制实施好2019年度立
法计划， 推动地方立法打破部
门、行业等局部利益干扰，确保
法规规章更加科学适用。 认真
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扎实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营造公开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加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领域的立法

杜家毫强调， 要协同推进
法治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坚
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衔
接，通过立法引领改革、授权改
革，预留改革空间，确认改革成
果； 坚持用法治手段规范市场
行为、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市场
秩序， 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规
制度， 确保各类市场主体依法
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
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坚持依靠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社
会矛盾和问题， 确保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与时俱进地关注民生需要、
回应群众诉求， 加强与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密切领域的立法，
加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重点领域执法力度， 推进文明
执法、促进司法公正，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杜家毫指出， 当前，“两规
则一细则”都已明确，省委全面
依法治省委员会、 各协调小组
以及办公室等各责任单位要对
号入座， 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和
工作分工，对标中央要求，强化
责任担当， 抓好各项工作落地
落实。 各级党委每年要向省委
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报告法治
建设情况， 各级党政主要负责
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
任，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
学法守法，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 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
委员出席会议， 省委全面依法
治省委员会办公室成员列席会
议。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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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获中国报业
融合发展大奖

链接
快乐老人报“200�万纸媒读

者+700万线上粉丝 打造中国
最大老年媒体集群” 获评“2018
中国报业融合发展十佳案例”。

我省5家媒体获得“2018中
国报业融合发展优秀案例”：湖

南日报社“新湖南云”、三湘都
市报“重大主题宣传融合创新
传播”、人才就业社保信息报“社
保课堂”、团结报社“《今日十八
洞》大型融媒体直播”、邵阳日报
社“云邵阳”新媒体矩阵。

湖南6家媒体获“融合发展大奖”

强冷空气袭湘
12月6日， 长沙市五

一广场， 市民着冬装在寒
风冷雨中出行。 省气象台
预计， 随着冷空气的强势
入侵， 我省将出现大范围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气温
下降明显。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