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NINGBO DAILY国内新闻 2017年6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鞠自为 电话/87682852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由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我国经
济发展形势和任务，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提出并落实新发展理
念，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重
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推动我国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
要论述，对于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
展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问题，牢
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
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 共分 10 个专题：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动适应、
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发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一带
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在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
放型经济水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
水平。书中收入 494段论述，摘自
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7 年 3 月 12 日期间的讲话、报
告、指示等 120多篇重要文献。其
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日致电阿富汗总统穆
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对阿富
汗首都喀布尔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
件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
喀布尔发生严重汽车炸弹袭击事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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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
挚的慰问。

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义，对这一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

责。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
支持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防范和打击
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新华社柏林6月1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1日致电阿富汗首席
执行官阿卜杜拉，对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表示慰
问。

李克强在慰问电中对这一袭击
事件予以强烈谴责，表示中方反对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一如既往
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为维护国家安
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所作的不懈
努力。

就阿富汗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加尼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阿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 1日发表 《新疆人权事业
的发展进步》白皮书。白皮书包括
九部分，分别是前言、政治权利、

公民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
文化权利、环境权利、宗教信仰自
由权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
疾人权利。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人权
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 6月 1日电（记者
黎云 刘济美）记者 1 日从军委训
练管理部院校局了解到，按照《2017
年军队院校在全国各省市招生计
划》，军队院校中有 26 所院校将招
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1.2万名，其
中14所院校招收女生416名。

2017 年军队院校首次按照新
的院校体系进行招生，主要招收男
生，招收女生数量较少。招收女生的
军队院校有 14 所：国防科技大学、
陆军工程大学、陆军防化学院、第
三军医大学、海军工程大学、大连
舰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第二军
医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第四军医
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航天工程
大学、信息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

学。其中，除国防科技大学计划招收
3 名文科女生，信息工程大学计划
招收 20名文科女生外，其余均只招
收理科女生。招收女生人数最多的
院校是信息工程大学，计划招生 95
名。招收女生最多的省份是山东省，
计划招生45名。

2017 年全军院校招生将继续
深入推进“阳光工程”，实行政策规
定、招生计划、考生资格、考试成绩、
录取信息、申诉渠道和违规处理“七
公开”，并强化多维检查督导，确保
公开公平公正。

按照相关规定，报考军队院校的
普通高中毕业生年龄不低于 17 周
岁，不超过20周岁（截至2017年8月
31日），应届和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

26所军队院校招收
普通高中毕业生1.2万名
其中14所院校招女生416名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 吴涛 魏董华
吴晓颖 梁天韵 孟盈如

“六一”儿童节前夕，阿尔
法狗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柯洁
的消息，再次引发人们关注人工
智能对教育的冲击。

“ 新 华 视 点 ” 记 者 调 查 发
现，在我国，人工智能在课堂教
学、在线学习、家教辅导等教育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带来高
达千亿元的市场。未来我们该如
何教育孩子成为热点话题。

人工智能正悄然引
发一场“教育革命”

目前，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
的应用技术主要包括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人机交互等，应用主
要集中在家教辅导、在线学习、
课堂教学等方面。专家认为，

“人工智能＋教育”将重塑教育
行业。

“比如，时下流行的MOOC
（慕课）、网班解决了教育资源的
稀缺性问题；而‘翻转课堂’则
改变了以老师为中心的课堂，重
构了教学结构。不远的将来，大
学生在校园的时间会减少，他们
可以在线完成课程学习及考试，
甚至很多时间不必待在学校。”
电子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程洪说。

人工智能实现了从“先教后
学”转向“先学后教”，有助于解
决教学缺陷。专家说，通过大数据
的采集和分析，发现很多学校的缺
陷是固定的，这意味着教师方面有
模式化的不当教学问题。上海闵行
区的学校正在试点“录播评课研训
一体化系统”，通过视频对整个课
程进行数据采集的分析，包括学生
举手率、抬头率以及教师的行为方
式等，针对目标缺陷改进教学。

人工智能还可实现随时互动，
避免重复劳动。程洪说，智能系统
不仅能将教师从批改试卷等重复性
劳动中解放出来，还可实现课堂和
课下的全时互动。智能系统会将学
生做题的数据回传数据库，教师能
从中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避免重复讲解。

“人工智能是辅助工具，其使
命不是取代教师，而是让教师腾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创新教育内
容、改革教学方法，把教育做得更
好。”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杜兰说。

“人工智能时代不可逆转地到
来，未来信息化将从支撑教学，转
为与教学深度融合。只要有利于教
育教学，我们都乐于去尝试。”北
京市十二中教育集团校长李有毅
说。

业内人士认为，在教育领域，
人工智能目前所处的阶段还很初
级。学籍等结构化的数据还在打
通，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基于学生

行为的数据采集还刚刚起步，只有
足够大的样本量，才能支撑人工智
能优化。

靠记忆和模仿的教育
方式将被淘汰，未来要实
现差异化、个性化、精准化

在 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
席马云认为，如果继续以前的教学
方法，三十年后孩子们将竞争不过
机器，找不到工作。过去一百年是
知识的时代、科技的时代，未来一
百年是体验的时代、是服务的时
代，机器将会取代过去两百年来很
多知识和技术。所以未来要求各国
各地区各个家庭高度关注未来孩子
的教育。

多位专家表示，未来的人工智
能，不仅将大量取代工厂流水线工
人，以及消防员、安保等危险工
作，还将对一些专业化工作产生冲
击，如新闻、翻译等，这就意味着，未
来的人类必须拥有深度和持续学习
的能力。仅靠记忆、机械模仿、单一
答案的教育方式将被淘汰。

我国《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
划 （2011－ 2020 年） 》 也 提 出 ，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破
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
教育的创新与变革，是加快从教育
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抉
择。

国家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
工程实验室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校
长杨宗凯等有关人士认为，未来教
育中，应当让人工智能发挥三个方
面的核心价值。

——精准化。基于大数据，通
过对微观数据的搜集，可以进行宏
观的科学决策。比如根据数据进行
教育布局，学校设什么专业、设什
么就业的方向，有了具体的数据分
析作为支撑，可以避免一些“拍脑
袋”决定。

——差异化。通过对学习过程
的分析，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采
集、学习的反馈、数据的分析、成
绩的分析，调整教学策略，优化教
学过程。据了解，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正在跟几家企业联
合成立大数据应用云课堂，通过三
个空间数据的融合构建智慧学习环
境。一是教师、图书馆等物理空间
的学生吃饭、上课等行为数据；二
是学校课程资源空间的数据；三是
社交空间的数据。

——个性化。通过把学生行为
数据拿到数据库进行分析，根据数
据调用不同分析工具和模型对数据
进行分析，为学生提供不同的内容
和学习策略，指导学生个性化学
习。

此外，一些业内人士提出，当
前人工智能教育火热，但是，“人
工智能教育不同于娱乐游戏产品，
无论应用还是市场开发，都必须充
分尊重教育自身的规律。”杜兰说。

人工智能“冲击波”来临

未来我们该如何教育孩子？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 赵文君

热点一：实名制租
车、保护用户信息安全

由于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间使
用权和所有权分离，经营者对租
赁车辆的管控能力较弱，实名制
租车有利于预防和降低车辆诈骗
风险。《征求意见稿》 针对个
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等不同
类型的承租人，提出了具体可操
作性措施。

汽车租赁经营者掌握了个人
电话、信用卡、出行线路等个人

信息，以及城市交通、地理位置等
敏感信息，一旦发生泄露，将可能
对国家安全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征求意见稿》 提出，分时
租 赁 经 营 者 应 遵 守 《网 络 安 全
法》 等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网络
安全防范措施，依法合规采集、
存储、使用和保护相关信息，不
得超越提供汽车租赁服务所必需
的范围，切实维护公民个人信息
和国家信息安全。

热点二：总量调控、研
究投放机制

《征求意见稿》 提出，分时租
赁是以分钟或小时等为计价单位，
使用 9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利用移
动互联网、全球定位等信息技术构
建网络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自助
式车辆预定、车辆取还、费用结算
为主要方式的汽车租赁服务。

分时租赁是传统汽车租赁业在
服务模式、技术、管理上的创新，
改善了用户体验，为城市出行提供
了一种新的选择，有助于减少个人
购车意愿，有助于缓解城市私人小
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趋势以及对道
路和停车资源的占用,应当予以鼓
励发展。

同时，分时租赁使用小型客

车，相比大容量公共交通出行方
式，仍是一种非集约化的出行方
式，需要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前
提下，统筹考虑城市经济发展、交
通出行结构、汽车保有量、停车资
源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城施
策，研究建立与本地公众出行需
求、城市道路资源、停车资源等相
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车辆投放机
制应当考虑大中小城市的不同特
点，对于城市道路资源紧张、环境
约束趋紧的城市，特别是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其车
辆投放规模应与中小城市有所差
别。

热点三：私家车有条
件从事分时租赁业务

《征求意见稿》 提出，如果将
私家车的车辆性质登记为“租赁”
并符合当地有关规定，也可以从事
分时租赁业务。

不同于私家车仅为家庭提供私
人服务，分时租赁车辆为社会公众
提供服务且以此营利，服务对象更
加广泛，使用强度通常比私家车
高，需要在车辆技术性能、安全检
测、保险税费等方面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以更好保护用户生命财
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热点四：开发汽车租
赁保险产品

《征求意见稿》 提出，鼓励汽
车租赁企业与保险公司根据汽车租
赁业务特点和风险大小，开发保险
产品。

我国机动车保险的有关险种、
费率和金额，主要依据不同车辆使
用性质、年限等确定。目前，租赁
车辆保险费率与出租汽车等提供运
输服务的费率一致，但是与出租汽
车等提供运输服务的车辆相比，租
赁车辆在使用效率、事故风险等方
面存在明显差别。

热点五：解决“停车
难”问题

《征求意见稿》 提出鼓励探索
城市路内停车费优惠等措施，以促
进分时租赁的发展。

从 目 前 发 展 情 况 看 ，“ 停 车
难”是分时租赁经营者面临的突出
问题。同时，受停车场地限制，用
户只能定点取车、定点还车，影响了
使用便捷性和用户体验。通过停车
费优惠等方式，推动在城市路内停
车泊位“随取随还”，可为分时租赁
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共享汽车怎么开
——交通运输部回应共享汽车征求意见稿五大热点

当地时间 6 月 1 日 6 时 57 分
（北京时间 1 日 4 时 57 分），“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载着 3名潜航人
员 离 开 “ 向 阳 红 09” 科 学 考 察
船，缓缓进入水中。7 时 03 分，

“蛟龙”号完成相关检查后离开海
面，向着海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
沟深渊潜去。这是中国大洋 38 航
次第三航段马里亚纳海沟作业区的
最后一潜，也是“蛟龙”号在马里
亚纳海沟从 2012 年海试以来进行
的第 20 潜。预计“蛟龙”号 17 时
左右回收至“向阳红09”船甲板。

大图：“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离开“向阳红09”科学考察船。

小图：“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缓缓进入水中。

（新华社发）

“蛟龙”入海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何晓
源 郁琼源） 记者 1日从财政部获
悉，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
知，明确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税前扣除政策。

通知指出，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
制造和饮料制造 （不含酒类制造）
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
出，不超过当年销售 （营业） 收入
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
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
除。

通知明确，对签订广告费和业

务宣传费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其
中一方发生的不超过当年销售 （营
业） 收入税前扣除限额比例内的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可以在本企
业扣除，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全
部按照分摊协议归集至另一方扣
除。另一方在计算本企业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限额时，可将按照上述办法归集
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
计算在内。

通知要求，烟草企业的烟草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我国明确
广告费等支出税前扣除政策

交 通 运 输 部 1 日 发 布
《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
稿）》，明确鼓励共享汽车
分时租赁模式。对于实名制
租车、总量控制、私家车从
事租赁服务、保险、停车等
群众关心的五大热点问题，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有关
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