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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股东会议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 10000 万
元，减少到人民币 50 万元，原债
权债务关系不变。特此公告。

广西碧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8 日

减资公告

尊敬的荣和·林溪府业主：
在您的关心与支持下，我公司开发建

设的荣和·林溪府 A10-1 地块 10-5、10-
6、10-7、10-8、10-9、10-10 栋已达到
合同约定交付条件，我公司将为符合合同
约定交房条件的业主办理上述楼栋的交
房手续。10-5、10-6、10-7 栋业主办理
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1 日，10-8、10-9、
10-10 栋业主办理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2 日。请您携带《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

《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身份证、住
房专项维修基金缴纳发票等相关证件材
料原件到桂林市秀峰区机场路以北、中隐
路以东荣和·林溪府 A10-1 地块小区大
门旁办理交房手续。恭祝您入伙大吉！
详情咨询电话：客服热线 17774703589

物业热线 0773-2533316
桂林荣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6 月 8 日

交房通知

葛桂华、蒋世银、卢建人、
唐华山、宁汉中、王云德、
张云力、杨琨、莫瑞禧、张
记保：

请你们自见报之日起 7
日内到公司报到上班或办理
相关劳动手续，逾期按有关
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桂林市桂安物业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6 月 7 日

通 知

新华社北京 6 月 7 日电 经国家
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
谊勋章”将于 6 月 8 日首次颁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家设立中华人民
共和国“友谊勋章”，授予为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为国家最高荣誉。设立颁授中华人民共
和国“友谊勋章”，旨在通过树立中外

友谊典范，向世界传递友谊和平、公平
正义等基本理念，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
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章
体以金色、蓝色为主色调，采用和平
鸽、地球、握手、荷花等元素，章链
采用中国结、万年青、牡丹花、玉
璧、兰草等元素，整体采用花丝镶
嵌、掐丝珐琅等传统工艺手工制作。
设计制作象征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

好团结、友谊长存，祝愿世界各国共
同繁荣发展。

8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人
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颁授首枚中华人民共
和国“友谊勋章”。中央电视台将对颁
授仪式进行现场直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新华社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世纪宝宝中国梦、改革开放三部曲、新时
代新青年、绿水青山图……首批“００后”迎来
高考之际，历来就是高考中综合性最强、影响
面最大的高考作文备受关注。

今年的作文题目有哪些特点？命题思路
是什么？透露出哪些趋势？“新华视点”记者采
访教育专家进行解读。

关键词：新时代新青年、绿水

青山、改革开放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共９道，３道由教育部
考试中心命制，其余６道由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浙江等省市命制。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高考作
文致力于讲好改革故事，凸显时代主题。

记者梳理发现，９道作文题中有５道紧
扣时代主题，其中３道作文题聚焦新时代的
青年，２道关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开
放等主题。

——— 新时代新青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机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全国卷Ⅰ卷以“世
纪宝宝中国梦”为主题，要求考生把“和中国
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的联想和思考，装
进“时光瓶”留待２０３５年开启，给那时１８岁
的一代人阅读。

北京卷直接点明“今天，众多２０００年出
生的考生走进高考考场”，要求以“新时代新
青年——— 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
议论文。浙江卷立足“浙江精神”的提炼和概
括，引导考生站在人生新起点，在宏观视野中

寻找个人意义，思考未来人生。
——— 绿水青山。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

民族的发展，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
的期盼。北京卷二选一的另一个题目为“绿水
青山图”，要求考生用记叙文描绘自己期待的
生态文明图景，贴近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时
代主题。全国卷Ⅲ卷的材料作文中，也提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改革开放。全国卷Ⅲ卷以“改革开放

三部曲”为主题，用１９８１年深圳特区、２００５
年浙江、２０１７年雄安的三条标语口号浓缩改
革开放不平凡的四十年历程，引导考生在完
成考试的同时，领会当代青年的使命与挑战。

此外，全国卷Ⅱ卷、上海卷、天津卷、江苏
卷分别以“幸存者偏差”“被需要”“器”和“语
言”为主题，引导考生联系社会生活中的相关
现象，进行开放性的独立思考，充分施展写作
才华。

命题思路：突出立德树人、贴

近学生生活、考查思维能力

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的高考作文题以材料作文为主，总体上以厚
重感与鲜活性兼具的材料、新颖而灵动的形
式，直接而策略地反映时代主题，正面而巧妙
地传递价值观念。

首先，突出立德树人。“世纪宝宝中国梦”
引导考生在体会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同时，
感受大国风采、民族精神和时代品格，增强考
生荣誉感、责任感。天津卷作文要求考生围绕

“器”展开联想和思考，注重发掘中国传统文
化的优秀因子，引导考生对成才成器、国之重
器等进行深入思考。

“今年的作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论
化趋向，这给我们的学生提出要求：不读
书不行，读死书不行，不思考不行，不闻
家国事不行，没担当没梦想更不行。”山
西省语文教学能手宋杰说。

其次，贴近学生生活，使考生感到熟
悉、亲切，进而产生思想、情感的共鸣，
是不少专家对今年高考作文命题特点的评
价。

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主要出生于
２０００年前后，高考是他们开启人生新征
程的“成人礼”。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
为，“世纪宝宝中国梦”和“新时代新青
年”等作文题瞄准今年考生特点，选取与
考生情感体验密切相关的材料，让考生发
声；“被需要”等作文题取材于生活实
际，让每个考生都有发挥的空间、有展现
的可能，也能让考生感受到自己与时代、
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最后，考查思维能力。专家认为，
２０１８年高考作文加大了对逻辑思维能
力、形象思维能力的考查力度。

“幸存者偏差”引导考生从不同角度
认识问题，鼓励学生主动思考。考生可以
通过聚焦思维方式来立论，如全面综合地
看问题、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透过现象看本质、跳出思维惯性等。江苏
卷作文“语言”涵盖有形与无形、有声与
无声、具体与抽象、艺术与科技等维度，
引导考生拓展思维空间。

“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我认为今年高
考语文试题的特点是稳中求变、守正创新，
全面考查了主干知识、关键能力和核心素
养。”北京十一学校语文教师史建筑说。

趋势：经典与时事关联、生

活与思辨互动、文字与文化共鸣

多名教育专家向记者表示，统观近年
考题，未来高考作文将呈现三方面趋势：

一是经典与时事关联。天津卷材料作
文的主题“器”，既与古典传统文化中的“君
子不器”相关联，也和今天的“大国重器”相
呼应。类似的命题思路在２０１７年全国卷Ⅱ
卷的“古诗句自拟”、２０１６年江苏卷的“话
长话短”等题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是生活与思辨互动。猿辅导高中语
文教研负责人代薇认为，从２０１６年上海卷

“评价他人的生活”，到２０１７年全国卷Ⅲ卷
“我与高考或我看高考”，再到今年上海卷
“被需要”，这些题目一方面旨在引导学生
感情饱满、笔触真实地描绘一些日常生活
场景，另一方面更考查考生从这些场景中
升华出理性结论的能力。

三是文字与文化共鸣。北京大学教授陆
俭明认为，历年高考作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同
时考查考生的文字技巧与文化素养，鼓励考
生更好、更准、更美地用文字传达自己的文
化涵养。２０１６年北京卷“‘老腔’，何以令人
震撼”，２０１７年浙江卷“人要读三本大书”，
以及２０１８年全国卷Ⅰ卷的“世纪宝宝中国
梦”等题，命题中的文化气质一脉相承。

针对上述命题趋势，不少专家表示，文
章越是开放自由，越不容易写出好的文章
来。学生在今后的写作训练中不必在押题、
模板等套路上耗时费心，只要回归文章，彰
显文质即可。

（新华社北京６月７日电）

新华社西安６月７日电（记者李浩）陕
西省巴山北麓汉山脚下的南郑区何家湾村是
一个翠竹环绕的小山村，这里是井冈山时期
著名军事指挥员何挺颖的家乡。

何挺颖，１９０５年５月出生于陕西南
郑，１９２０年考入汉中联立中学，在校期间
他组织进步读书会，率先写白话作文。
１９２３年，何挺颖参与发起成立了学生会，
联络南郑学生，掀起了一场反帝爱国学生运
动。他在面对当地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悲观
论调时写下诗句：“散沙枉多四万万，热度
只有五分钟！中国不亡非天理？午夜徘徊心
如焚。”

１９２４年中学毕业后，何挺颖考入上海大
同大学数学系，同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影响。

１９２５年５月参加五卅运动，６月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为了革命的需要，他
不顾老师和亲朋规劝，毅然转入上海大学
社会系，学习革命理论。在给劝阻他转学的
同学左明的信里写道：“对数表里查不出救
国的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豺狼。”
并附诗：“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华仇恨
深。去休学者博士梦，愿作革命一新兵。”同
年冬，何挺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６年夏，何挺颖受党组织派遣到
北伐军部队任团指导员，参加北伐战争。
１９２７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
党组织又派何挺颖到原武汉政府警卫团干
部连任党代表。同年９月，在团长卢德铭
率领下，何挺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一连党代表，９月
２９日三湾改编中，被任命为第一团三营党
代表，随部进军井冈山。１０月２３日，在进
军井冈山途中时遭敌军袭击，与毛泽东率领
的团部和一营失去了联系。何挺颖和营长张
子清率部队转战茶陵等地，并会合茶陵县工
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同年１２月将部队带
上井冈山，何挺颖随即被任命为第一团党代
表。从此，何挺颖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
参加了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两支
红色武装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
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四个团，朱德为军长，
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王尔琢
为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任第三十
一团党代表。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何挺
颖率部参加了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城等一
次又一次的战斗。他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指
挥果断，成为井冈山时期我军著名的军事指
挥员和党的优秀干部，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２８年８月，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中，何挺颖与团长朱云卿指挥不足一个营的
兵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凭险抵抗，击
溃了湘赣国民党军四个团的轮番进攻，取得

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存了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毛泽东为此欣然写下了《西江
月·井冈山》。１０月参加中共湘赣边界特
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何挺颖被选为边界特
委委员。同年冬，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
代表兼团党委书记。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４日，何挺颖随毛泽
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
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１
月下旬，何挺颖在江西大庾战斗中身负重
伤，转移途中又遭敌袭击，不幸壮烈牺
牲，年仅２４岁。

为缅怀烈士，启迪来人，１９９１年４
月，南郑政府在东郊建成了何挺颖烈士纪
念碑，碑基座上镶贴着“古城学潮”“南
京路上”“奔上井冈”“永新大捷”“黄
洋界上”青铜浮雕，碑体上镶镌着“何挺
颖烈士永垂不朽”和“不朽井冈英雄，千
古人民功臣”的金色大字。

如今，每年９月３０日汉中市都在何
挺颖烈士纪念广场举行公祭活动。２０１７
年７月１日，修缮一新的何挺颖烈士故居
开馆，继续为后人讲述着红色故事。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指出， 5 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哈
萨克斯坦时，正是在总统先生陪同下，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
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5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
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取得积极成
果，关键在于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符合沿线国家发
展合作的现实需求。“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中哈两国 5 年来围绕共建“一带一
路”的合作已进入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新阶段。双方要加强
政策协调力度，落实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光明之路”新
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推进产能、投资、经贸、能源、金
融、互联互通建设、农业、创新合作，开辟人文合作新局面。
中方愿同哈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合作不
断迈上新台阶，不断提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整体合
作水平，使其更好服务地区安全和发展需要。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友好邻国和重要合
作伙伴。哈方十分珍惜哈中传统友谊，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
的大力支持。中国的发展给哈萨克斯坦带来机遇。哈方支持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信它的成功也符合哈萨克斯坦
自身利益。哈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打击“三股势力”，
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和
亚信会议框架内沟通协调。习近平主席 5 年前在哈萨克斯坦
首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将造福本地区国家。哈方愿加强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深化哈中
各领域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并见证了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签字仪式后两国元首还共同接见了中哈首部合拍电影《音
乐家》主要演职人员并观看电影片花。 2013 年习近平访问哈
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结下
友谊的动人故事。中哈两国电影人受此启发，合作拍摄了电影
《音乐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纳扎尔巴耶夫
举行欢迎仪式。丁薛祥、杨洁篪、艾力更·依明巴海、王毅、
夏宝龙、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

“不朽井冈英雄，千古人民功臣”
——— 井冈山时期著名军事指挥员何挺颖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何挺颖像(资料照片)。

凸显时代主题 考查思维能力
——— 教育专家解读２０１８年高考作文

我国将首次颁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新华社北京 6 月 7 日电（记者于佳欣）针对日前中方发
布的中美经贸磋商声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7 日表示，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而且明确的，不希望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升
级。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平衡
协调发展。

为落实在华盛顿达成的有关共识， 6 月 2 日至 3 日，中
美双方经贸团队在北京举行了坦诚深入磋商，在诸多领域取得
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声明还提出，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
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
会生效。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美双方在
上周末的磋商中，就一些具体的贸易合作领域，特别是农产
品、能源领域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中方愿意在相向而行
的前提下，扩大自美进口。

他表示，改革开放、扩大进口是中国的既定战略，中方愿
意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进口，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和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市场在不断增长，
今年 11 月中国还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欢迎
世界各国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营造国际化、法治
化的营商环境，提供更加便利、透明、可预期的贸易条件，使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受益。

高峰说，有关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细节，目前尚待双方最
终确认。中美建交近 40 年来，两国经贸合作虽然历经风雨，
但始终不断向前，实现互利共赢。中方愿意通过对话与磋商，
不断扩大合作，妥善化解分歧。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共同努
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商务部：望美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经贸合作

平衡协调发展

本报讯(记者何平江)2018 美巡系列赛—中国年度第五站
桂林锦标赛于 6 月 7 日至 10 日在桂林山水高尔夫俱乐部举
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泰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4 位选手参赛，赛事总奖
金 150 万人民币。

据广西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平介绍， 2018 美
巡系列赛—中国年度第五站桂林锦标赛是美巡赛中国赛首次来
到广西，也是广西举办的史上最高级别的职业高尔夫比赛，对
桂林及广西的高尔夫运动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比
赛对市民开放，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到关注美巡赛—中国赛的官
方微信公众号索取电子门票，前往桂林山水高尔夫俱乐部现场
观赏比赛。

据悉，美巡系列赛—中国赛是开放给各国球员公平竞争的
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赛事吸引了全球五大洲选手参赛，
其中来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球员占多数。美巡系列赛—中国相
关赛事隶属世界顶级的职业高尔夫平台——— 美巡赛 (PGA
TOUR)，获得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支
持。美巡系列赛—中国赛为球员提供韦伯网巡回赛的晋升通
道，年度奖金榜排名前五位的球员将获得下个赛季韦伯网巡回
赛的会员和参赛资格。之前共有四位球员，包括两位中国球员
窦泽成和张新军从美巡赛在中国的系列发展级巡回赛晋级到韦
伯网巡回赛，并最终成功晋级到美巡赛。

2018 美巡系列赛—中国年度

第五站桂林锦标赛开杆

这是广西史上最高级别的

职业高尔夫球赛，市民可免费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