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0年7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 周力 张泷月
国内国际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邮编130015 社办公室88600010 总编办88600333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今日8版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吉林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零售1.00元

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7日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将于7月28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开幕式上致辞。

习近平将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高考志愿

填报咨询机构也开始粉墨登场。虽然有经验的

机构能为考生提供较有价值的建议，但记者调

查发现，目前这一行业却处于“定价无标准、从

业无门槛、行为无监管”的“三无”地带：价格动

辄上万元且一天一个价，咨询师培训数天就能

上岗，打着招办退休人员旗号的“专家”可能只

是干后勤的……

机构拼命“割韭菜”，两到三天一涨价

志愿填报可谓高考最后一役，“考得好也要

报得好”，家长对志愿填报的高度重视催生了用

户基数庞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高考志

愿填报服务机构优志愿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

年购买其志愿填报服务产品的考生为120万

人，2020年预计达200万人。

2020年高考考生家长白女士说：“家长没

有报考志愿的经验，对学校的师资和专业都不

熟悉，也没有时间在短期内弄明白，所以就找了

志愿填报服务机构。”

高考志愿卡和一对一咨询填报服务是高考

志愿填报服务的两种常见形式。志愿卡价格数

百元，内容为高校往年分数线等信息，在此基础

上用大数据分析考生需求，为其提供院校参考；

一对一咨询填报服务通常包括2到3次时长为

2小时的线上或线下面谈，随后为考生制定志

愿填报方案，甚至代考生进行填报。

然而，与高需求不相匹配的是处于发展初

期、并不成熟的服务市场。高考志愿填报咨询

的收费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一些机构在高考季

使劲‘割韭菜’，定价畸高。”优志愿创始人兼

CEO耿忠诚说，咨询机构规模化运作，会产生房

租、管理等成本，且行业特点为低频次高并发，

通俗来讲就是“养闲十一个月，冲刺几个星期”。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一行业收费并不统一，

价格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在山西太原，价

格最高可达2万多元。任职于一家名为“碧桥

升学”咨询机构的咨询师周老师说：“价位差异

体现在专家的不同，咨询时长和内容其实都是

相似的，高价套餐的专家会更有经验。”

不仅如此，随着志愿填报节点临近，价格也

会一涨再涨。“高考分数出来后，每两到三天会

涨一次价，一直到填报完成都有涨价空间，去年从4600元涨到6000元。”

一家位于山西太原的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专家”身份成谜，培训数天可上岗

这一有着庞大需求的行业，其从业者的水平却参差不齐。记者梳理

多家志愿填报咨询机构的专家团队简介后发现，身份和填报经验是机构

大力宣传的着重点。

拥有省区市招办、各高校招办等任职经验是普通咨询师变身为专家

的金字招牌。尽管也有一些招办退休人员从事这一行业，但一位在太原

有着7年志愿填报咨询经验的冯女士却说，这里面真正参与过招生工作

的人很少，“招办的牌子都被用滥了，很多‘专家’在招办做后勤或行政工

作，也说自己是招办的，并为考生提供咨询。”

咨询机构专家简介还包括“数年来潜心研究”“受邀到多地开办讲座”

“熟知填报规则，对院校与专业非常了解”等修饰语言，但很少有行业认

证、专业水平等信息。对此，冯女士说：“其实很多专家就是对志愿填报比

较了解的家长。”

尽管业内不乏真正有经验的专家，但不少从业人员却是经过简单培

训即上岗。山西快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师

和规划师的能力要在实操中锻炼，接受一周以内的培训即可上岗。

记者了解到，仅靠经验但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

“散兵游勇”也不在少数。他们一般收费相对较低，有不少考生付费咨

询。山西省大同市一位咨询师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大量广告，声

称其有多年咨询经验，每人收费2000元。他介绍，自己本科专业为新闻

学，目前任职于一家重工企业，志愿填报咨询是他高考季的短期兼职。

资质不足的从业者很难为考生提出有益建议，有时甚至会造成误

导。每年高考季，相关纠纷屡见不鲜。但有经验和能力的从业者想要证

明自己有资质也很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

表示：“缺乏权威的、有信度的行业认证体系和评价体系的话，并没办法区

分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

监管处于真空地带，应多举措促行业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高考志愿填报咨询行业很大程度上处于监管真空

地带。不同于教育培训机构需获得教育部门开具的《办学许可证》，高考

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只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即可。

“到底是教育部门还是市场监管部门来管，目前还不知道。”耿忠诚

说，“事实上，我们希望被监管，希望行业能够健康发展。”

曾湘泉及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高考志愿填报是学生生涯规划的重要

环节，失败成本高，应正视考生和家长需求，采取多种举措规范高考志愿

填报市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专家建议，应整治乱象，明确监管体系，规范市场行为，积极引导和鼓

励有资质的公司继续提供优质服务，查处和惩罚违法行为。要加强高考

录取工作的信息公开服务，鼓励各高校、中学教师以及社会力量等多方面

参与到信息服务中来。继续推进高考信息公开，定期更新职业大典、学科

简介等，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公益的、优质的信息，满足不同考生和家长的

信息需求。要重视职业指导和生涯规划工作，将零散的市场行为职业化，

培养专业人才，建立高考志愿咨询和职业生涯规划的认证和评价体系，推

动相关行业协会的建立。（参与采写：李紫薇）（新华社太原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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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7月26日电（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26日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达15785641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6日10时（北京时

间16时），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00625例，达到15785641例；死亡

病例增加4823例，达到640016例。

世卫组织：

全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达15785641例

（上接第一版）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

稳定现有就业和增加新的就业两手抓，

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

作，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统筹抓好

城乡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

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体制机制，做好民族宗教工

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统筹抓好平安

建设、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要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坚持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

有机结合，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管好用好干部队伍，

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促进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巴音朝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五年

三赴吉林视察，每次都为吉林问诊把

脉，每次都给吉林带来新的重大机遇，

每次都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要在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中把握机遇，在服务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中体现责任担当、展现地位

作用、实现新的发展；要在积极融入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的重大战略中把握

机遇，在对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找准

自身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形成新的竞

争优势；要在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中把握机遇，在学深悟透、

入心入脑、落地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努

力把总书记为吉林描绘的宏伟蓝图、赋

予吉林的使命责任变成美好现实。

巴音朝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乘

势而上做好当前工作，奋力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加强常态化疫

情防控，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底线思维，

立足一个“早”字，及时调整防控方向，

迅速组织歼灭战，持续抓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防

控成果前功尽弃。要落实“六稳”“六

保”任务，狠抓中央和省里制定出台的

政策措施落实，继续坚持投资拉动、项

目支撑、纾困企业、刺激消费、释放活力

的打法，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做好

保就业、保基本民生等工作。要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加强动态监测和提前帮

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

衔接，不断巩固脱贫成果。要做好防汛

抗旱工作，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

险、救大灾，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责

任落实，坚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相结

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统筹做好抗旱

准备和应对工作，严防旱涝急转、旱涝

并重，奋力夺取农业生产大丰收。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级领导，

原省级老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协秘书长，省直、驻

省中直部门、单位和在长重点企业、大

专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

加会议；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长春

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各

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

议。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以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的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上接第一版）

白山松水，念念在兹。2015年以来，
总书记五年之中三次视察吉林，并参加了
全国两会吉林代表团的审议，在长春主持
召开了东北四省区座谈会。这次，习近平
总书记对吉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
充分肯定，是对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和2700万各族人民的最大褒奖、最
大鼓舞、最大鞭策。对吉林工作提出的新
的更高要求，为这片热土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进一步指明目标方向，传授路径方
法，注入强大动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出发，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必将
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披荆斩棘、奋
勇前行。

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吉林振兴的
前进方向。总书记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
振兴发展新路，深化改革创新，补齐短板
弱项，更好破解老难题和新挑战，全面推

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营商环境好、创
新能力强、生态环境优、发展活力足的吉
林振兴新局面。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深刻回答了“十四五”乃至今后一
个时期吉林振兴发展在党和国家全局中
承担的使命、肩负的任务，如何担当、如何
发展、如何突破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为新
时代吉林振兴确立了科学战略定位、赋予
了新的时代内涵，既部署“过河”的任务，
又指导解决“桥与船”的问题，是统一全省
思想的“定盘星”，破解矛盾问题的“金钥
匙”。我们一定要深入领会蕴含其中的科
学思维和丰富内涵，坚定不移地以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为方向，在振兴发展新路上迈
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吉林振兴的
战略定位。总书记强调，东北是我国重要
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
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
局。吉林作为东北板块的重要一员，肩负
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职责使
命。我们一定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既抓住用好重大战略机遇，又
从危机和挑战中捕捉创造机遇，始终做到
积势蓄势谋势，始终做到识变求变应变，
始终把握发展主动权，形成对国家重大战
略的坚强支撑。

纲举则目张，执本则末从。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省的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周密部署，精心组
织，迅速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真正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转
化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巨大

热情，转化为推进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的磅礴力量。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企稳态势越来越巩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位次大幅提升。在严峻复杂的宏观形势
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难能
可贵。吉林工作实践雄辩地证明，只要我
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前进，脚踏实地干工作、抓落实，各项事
业就能不断向前发展。

白山松水沐骄阳，沃野千里育秋实。
我们要继续毫不动摇遵循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要求，毫不动摇以总书记关于
吉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领各方，
乘势而上做好各个领域工作，谋振兴，抓
发展，结硕果，坚决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
对吉林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殷切期望，
奋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昂
首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当前的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记者马卓
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7 日介绍美

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闭馆情况时表示，美

方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发起政治挑衅在先，中方当然有权

作出对等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汪文斌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有关提问时说，7月 21 日，美方单方面

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

总领事馆。对此，中方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

定，否则中方必将作出正当和必要反

应。7月 24日，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关

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

汪文斌说，27日上午，美方人员按

照中方要求撤离总领馆，美国驻成都

总领馆闭馆。中方主管部门随后从正

门进入，实行接管。中方要求美方关

闭驻成都总领馆并对其实行接管，是

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并强

行进入其馆舍这一无理行径的正当和

必要反应，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符合外交惯例。

“中美之间出现目前的局面，是我

们不愿看到的，责任完全在美方。我们

再次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为两国关

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创造必要条件。”

汪文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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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时，按照中方要求，美国驻成都

总领馆闭馆。中方主管部门随后从正

门进入，实行接管。

美方政治挑衅在先，中方有权作出对等反制

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闭馆 中方实行接管

中国经济上半年先降后升，第二季

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这一成绩得来不

易。海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能成

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其背后展现的强大经济恢

复力令人瞩目。

基础好才能恢复快，中国经济恢复

力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蓬勃成长的各类

市场主体。到2019年年底，中国已有市

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

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疫情发生以来，

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抗击疫情、奋力

自救，中国经济在上下一心的合力推动

下实现恢复性增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

里·萨克斯表示，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GDP）实现3.2％的增长“非常鼓舞人

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

研究生院院长刘宏表示，从一季度萎缩

6.8％到二季度增长3.2％，数字的变化

表明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出疫情阴霾。

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国家参议院

顾问卢卡斯·瓜尔达认为，中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二季度同比增长4.4％是大

部分企业复工复产的结果。未来随着更

多企业正常运转，中国工业产出会更乐

观。

新意足才能走得远，中国经济恢复

力离不开新动能的崛起。中国数字经济

耕耘多年厚积薄发，不仅在疫情期间助

力保障社会平稳运行，也正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新优势。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

元，占GDP比重达34.8％，数字经济已然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疫情期间，新动能持续逆势增长，为

中国经济复苏提供强大动力。今年上半

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2.9％，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

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强劲表现令瓜尔

达印象深刻。他说，虽然上半年中国消

费同比下降，线下消费受到疫情抑制，但

线上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占比不断上升，

不少电商平台逆势上扬，激发了新的消

费潜能。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

年，中国线上消费加快扩张，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4.3％，增

速比一季度提高 8.4个百分点；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为 25.2％，比上年同期提高 5.6个

百分点。

保障多才能势头足，中国经济恢复

力得益于政府保障市场主体措施的密集

出台和迅速落实。疫情暴发以来，中国

实施的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货币政策稳

健灵活，兼顾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各项措

施精准聚焦经济运行重点环节和薄弱环

节。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中

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同比多

增2.42万亿元，绝大部分新增贷款投向

了实体经济。数据还显示，今年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达8.39万亿元，比上年增

加9500亿元，增幅12.8％，增量和增幅都

为近年来最高，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

地区倾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

究员余虹认为，中国有庞大国内市场和

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加上政府有针对

性地推出财税和金融举措支持企业，这

对经济恢复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也展现

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韧性和潜力。

中国经济上半年稳步复苏为下半年

持续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海外专家学者

普遍认为，不应错失中国发展机遇，要放

眼长远，增强合作共赢。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说，得益于

疫情防控措施得当，中国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加快推进，中国经济正稳步复苏，这

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摆脱疫情影响。

马来西亚新亚洲策略研究中心主席

翁诗杰表示，中国是东盟的重要伙伴，中

国二季度经济数据对东盟国家来说是一

颗“定心丸”。在疫情得到缓解后，只有

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与协调，并致力于实

现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增长，东盟国家

才有望实现强劲复苏。

英国工业联合会负责人卡罗琳·费

尔贝恩表示，英中关系对英国全球竞争

力和更广泛的利益至关重要，英国不应

错失中国发展机遇。

在法国美妆巨头欧莱雅集团首席执

行官让－保罗·安巩眼中，中国是全球供

应体系中的“创新加速器”和“稳定器”。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

不仅来自成本和规模方面，更源于其市

场潜力、质量、创新和可持续性，”安巩

说，“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而新的全球

化将以开放合作和数字创新为基础，中

国将发挥更大作用。”（执笔记者：许苏
培；参与记者：王丽丽 夏立新 倪瑞捷
陈威华 赵焱 林昊 熊茂伶 于佳欣 徐
永春 周蕊 宿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
电）

中国经济恢复力世界瞩目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平壤7月27日电（记者洪可润 江亚平）据朝中社27日报

道，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7周年之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来到

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凭吊，向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金正恩前往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凭吊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