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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回应大陆做好“武统”准备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刘欢 查文晔）国台
办发言人安峰山 12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骨肉兄弟和命运共同体，我们
愿意尽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来追求争取和平统一前
景，同时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也是坚定不移的，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有记者问：日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
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
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请问这是否意味着大陆已做好
“武统”准备？安峰山作了上述回应。
他指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在香格
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明确表达了我们坚决维护祖国统
一的立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七十载两
岸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安峰山指出，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势力的
分裂活动，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
针对日前美国参议院有人提出邀请蔡英文赴美国
国会演讲，安峰山 12 日应询指出，美方个别人士屡次发
表不负责任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我们坚决反对。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美
方应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
释放错误信号。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不要低估大
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任何
挟洋自重、破坏两岸关系的企图和行径必将失败，最终
只会自食恶果。
安峰山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
示。有记者问：美国国防部日前发布“印太战略报告”
将台湾列为国家，美台最近军事交流增多。请问这是
否已逾越大陆的一中原则底线？
安峰山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这一事实从
未改变，也不容改变。我们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官方
往来和军事联系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有所罗门媒体称，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
指出，将在 100 天内决定是否与台湾“断交”。请问有何
评论？安峰山应询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
系的准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顺应这一时代
潮流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

三大运营商因“骚扰电话
骚扰电话”
”被约谈
新华社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 郑生竹）记者 12 日
从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就群众反映强烈的“骚
扰电话”问题，该局近日联合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约谈了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并就广告管
理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履行的义务开展行政指导，
要求从源头上治理“骚扰电话”问题。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电话推
销扰民问题已成为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从推销
涉及的广告种类看，保险理财、信用卡办理、教育培训、
房地产销售等占大多数。从推销方式看，大部分推销
电话在拨打前都是没有得到相对方同意，属于未经同
意或请求发布广告。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约谈会上要求三大运营
商认真履行《江苏省广告条例》规定的法定义务，按照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高人民法院等 13 部门联合发布的
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要求，对涉及推销广告
的电话呼叫，建立健全监测或投诉处理制度，对发现利
用信息传输、发布平台违法发布、发送广告等行为，要
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停止传输等措施予以制止。
此外，还要求三大运营商提升技术防范手段加强
管理。加强“骚扰电话”拦截配套技术系统建设，利用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升“骚扰电话”识别和拦
截能力，努力从源头上制止违法广告推销电话行为。
三大运营商要积极配合监管执法工作，在市场监管部
门查处违法广告案件、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中，充分发
挥运营商优势，在技术甄别、证据固定、关停电信服务
等方面予以配合，形成打击“骚扰电话”工作合力，切实
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泉港碳九泄漏事故88 名责任人被公诉
泉港碳九泄漏事故
新华社福州 6 月 12 日电（记者邰晓安 王成）福建
省人民检察院 12 日发布消息，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检察
院日前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泉港碳九泄漏事故 8 名相关
责任人员向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通报称，检察机关以重大责任
事故罪和谎报安全事故罪依法对东港石化公司法定代
表人黄某仁、副总经理雷某华、常务副总经理陈某芳提
起公诉。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对东港石化公司员工
徐某清、刘某山、陈某山以及“天桐 1 号”化工船作业人
员叶某彪、林某定提起公诉。

我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全线贯通
基于北斗卫星和 GIS 技术，京
张高铁部署了一张“定位”大网，能
够为建设、运营、调度、维护、应急
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务。线路实
时“体检”系统，可以将全线每一个
桥梁、车站，每一处钢轨通过传感
器连接至电脑。零件是否老化，路
基是否沉降，照明是否损坏，都能
一目了然。
“未来，京张高铁 10 个车站将
有同一个‘大脑’。”中铁设计京张
高铁智能工程化设计总体负责人
李红侠说，通过这个“大脑”，工作
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
光、温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急指
挥等。
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基本能
达到和地铁一样，不同的是速度。
“这是世界首次，在 350 公里的时
速下模拟一个最好的司机，用算法
开 出 一 条 安 全 、节 能 、高 效 的 列
车。”中铁设计京张高铁信号设计
负责人王东方说。
6 月 12 日，
铺轨机在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进行铺轨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此外，通过电子客票、刷脸进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2 日 电（记 者 丁
作为我国智能高铁的示范工程，京 站等可简化乘车流程；站内导航与站外
静）12 日上午，京张高铁最后一根钢轨 张高铁智能化“基因”深藏在其建设、使 导航融合，乘客从家出发输入车次即可
在中铁三局 WZ-500 型无砟轨道铺轨 用全过程。为解决铺轨工期紧、交叉作 导航至检票口或候车厅。
机牵引下准确落在清华园隧道的枕木 业面多等挑战，中铁三局引进、研发各种
“我们是站在中国铁路、装备制造、
上，精调之后，轨距误差在正负 1 毫米之 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实现了指挥中枢信 综合国力飞速发展的‘肩膀’上，谋划中
内。铺轨历时 7 个月后，被誉为中国铁 息化和智能化，质量追溯全生命周期智 国高铁的又一次飞跃。”中铁设计京张高
路发展“集大成者”、智能高铁示范工程 能化等，
为工程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铁总体设计师王洪雨说，团队 300 余名
的京张高铁实现全线轨道贯通。
在八达岭长城站房建设中，中铁五 设计师，前期工作用了 7 年时间，力求打
京张高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 局八达岭长城站房项目科技部长杨才 造中国铁路精品工程。
基础工程，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 鑫，利用 BIM+AR 技术将施工方法以二
2018年底，
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超2.9
交通保障设施。线路全程 174 公里，起 维码的方式粘贴在施工地点，工人通过 万公里，
居世界之首。依托京张高铁建设，
点位于北京北站，终点在 2022 年北京冬 手机扫码，就可以直观看到如何进行操 我国将进一步构建智能高铁技术标准体
奥会另一举办地张家口。
作，
施工返工率极低。
系，
成为引领世界的智能高铁应用国家。

“应该选择好大学，
现在的社会还是更注重学历出身！
”
“应该选个好专业，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
”
2019 年高考已经顺利结束。考生和家长很快又将面临上面这样令人纠结的问题——
志愿填报。到底该选好大学还是选好专业？
对此，
我的建议是：
“一本选学校，
二本、
三本选专业”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
在取消录
取批次后，
选择院校和专业的基本原则应该是：
通识教育院校选学校，
职业教育院校选专业。

志愿填报到底该选好大学还是好专业
为什么一本（第一批次或重点院校
批次）要选学校？
第一，第一批次院校主要包含 985
高校、211 院校以及地方建设的重点本
科院校。总体来看，第一批次院校的办
学层次、办学质量各有千秋。如果能够
进入一所更好的大学，可能意味着有机
会获得更多教育资源。
第二，第一批次院校大部分实行通
识教育。通识教育的基本特点是淡化专
业界限、扩宽专业面。这些学校的办学
目标是培养学术性人才，是以培养学生
基础能力为导向，更关注学生基本能力
和素质的培养，
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第三，这些院校指定了许多配套政
策，
给予学生更多的发展空间。
一是转专业政策。有的学校会有
30%的指标，允许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结
束时换专业，包括从文科专业换到理科
专业。大部分实行换专业政策的学校，
会对申请换专业的学生提出 GPA 要求，
也有学校提出“零门槛”申请换专业，但
需要在换专业时对申请的同学进行考
核。
因此，在选择大学时，考生可以提前
了解大学是否有换专业政策。如果有，
高考升学时没有进入理想专业，就可以
通过换专业换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当
然，对于换专业政策，也需理性看待，如
果换专业不成功，则需要安心学好本专

业。
二是辅修政策。即主修 A 专业，学
有余力可以选修 B 专业的核心课程，通
过 B 专业的核心课程考核后，可以获得
B 专业的辅修证书。这在很大程度上拓
宽了同学们的选择面，可以在大学里多
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内容。但这也对
同学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学好本
专业，又要投入精力学好辅修专业课程。
三是跨校选课。即在 A 学校读书，
可以跨校选 B 学校的专业课程，通过 B
学校的专业课程学习，积累一定的学分，
可以获得 B 学校的相关专业或课程证
书。这需要 A、B 学校之间建立学分互
认制度。此外，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在线
教育方式，学习其他学校，包括国外大学
的课程。
在互联网时代，学习资源已经十分
丰富，同学们想学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内
容，并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自己是否
愿意投入精力。有不少同学在进大学之
前，特别关注大学有没有换专业政策、辅
修政策，但是进入大学之后，却是另外一
副模样，没有明确的目标，放松对自己的
要求，虽然大学提供了很多学习机会，但
很多同学却并没有把握住。
因此，在第一批次选择院校、专业
时，应先关注学校；在定位院校后，再选
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当然，如果有明确
的专业兴趣，则应根据专业兴趣选择适

合自己实力的院校。
为什么第二批次、第三批次（二本、
三本）选专业呢？
首先，总体来看，目前安排在第二批
次、第三批次招生的院校，办学质量、办
学层次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不像第一批
次院校间差别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更关注学校的办学特点、特色专业。
其次，从办学定位看，二本、三本院
校的办学定位，应该是进行职业教育，培
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技术人才。这样
的办学定位应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考生
在选择时，就应该关注能更好就业的专
业。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
的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一定结构与社会需
求失衡的问题，许多高等院校没有清晰
的定位，在学术型大学和职业型大学的
目标间来回摇摆。
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本应进行通
识教育的大学，为迎合学生和家长的需
求，在职业培训上也花费了很多精力；应
该进行职业教育的高校，反而舍本逐末
地追求学术型大学的发展目标，导致不
少地方本科院校以学生，只能把考研作
为唯一的出路。
因此，大学应明确自己的定位，考生
和家长也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清楚自
己适合成为学术型人才还是成为技能型
人才。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