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譚月兒

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2018年
2018
年 12
12月
月 6 日（星期四）
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浙江通報調查結果 高考英語科恢復原始得分

教育廳長丟官 加權賦分作廢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浙江省昨日就
今年 11 月浙江高考英語科目「加權賦分」情況的調查

結果進行通報。經調查，此次高考英語科目「加權賦分」是一宗因決策
嚴重錯誤造成的重大責任事故，決定免去郭華巍省教育廳黨委書記、委
員職務，責令其辭去省教育廳廳長職務；免去王玉慶省教育考試院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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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委員職務，由省紀委對其涉嫌違紀問題立案審查，另有多名相關
人員受到處理。通報會上，浙江省教育廳、省教育考試院代表還向廣大
考生和家長道歉。

■浙江省政府新聞辦昨日舉行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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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同時，調查組組織評卷專家對這次英語
科目試卷評卷過程和結果進行了嚴格

核查，認為這次英語考試評卷的組織符合
高考相關規定，閱卷評分是嚴格公正的，
考生的原始得分合法有效，因此浙江省政
府決定取消「加權賦分」，恢復原始得
分。考試原始得分於今日重新發佈。

浙成立調查組 省長任組長
據了解，此次共有 26 萬名學生參加英語
高考，11 月 24 日成績公佈後，有部分考生
和家長反映英語成績出現異常。27 日，浙
江省教育考試院發佈的一則說明更引起質
疑和廣泛關注，說明稱：「在 11 月的考試
中，根據答卷試評情況，發現部分試題與
去年同期相比難度較大，為保證不同次考
試之間的試題難度大體相當，省招委組織
專家研究論證，在制訂評分細則時，決定
面向所有考生，對難度較大的第二部分（閱
讀理解）、第三部分（語言運用）的部分試
題進行難度系數調整，實施『加權賦分』，
其他試題未作調整。」
參加此次考試的周同學說，自己英語成
績一直比較穩定，之前歷次模擬考試考分
保持在 145 分至 147 分之間，此次考試預
估分數也在 140 分以上，但實際公佈分數
只有135分。而班裡有部分平時英語成績不
如自己的同學，這次考分和自己也差不
多，甚至有同學作文都沒寫也考出114分。
12 月 1 日，浙江省委決定成立由省長袁
家軍任組長，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省
監委代主任任振鶴任副組長，有關權威專
家參與的省政府調查組。為了增強權威
性，調查組還邀請了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
員會的權威專家作為第三方參加。

決策嚴重錯誤 導致不公正
調查組認為，此次高考英語科目「加
權賦分」決策依據不充分、決策嚴重錯
誤，導致結果不公正、不合理。《浙江
省深化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試點
方案》規定，「語文、數學、外語每門
150 分，得分計入考生總成績」。考後

「加權賦分」改變了考試「得分」，不
符合上述文件規定。同時，根據教育部
門有關規定，評分細則應在正式評卷前
制定。
此次「加權賦分」是在正式評卷完成後
進行的，不屬於評分細則的範疇，省教育
廳主要負責人和省教育考試院混淆了「加
權賦分」與評分細則的概念。在具體操作
中，省教育考試院又沒有進行充分的技術
論證，僅作模擬推演，導致不同考生同題
「加權賦分」值存在差別。
決策程序不合規。按照《浙江省重大行
政決策程序》規定，重大行政決策應當按
程序充分論證、仔細研究、集體決策，但
省教育廳主要負責人未能正確履行職責，
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不經過集體研究，
個人決定了事關全局和穩定的重大問題。
省教育考試院有關負責同志在院長辦公會
議多數人持不同意見的情況下，不堅持原
則，違規通過和執行「加權賦分」的錯誤
決定。
調查組成員、浙江省政府副秘書長陳
廣勝在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此次「加權賦分」源起於歷次試
卷難易程度的不同，經過國家教育考試
指導委員會專家的評估，難易程度的波
動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其實每一
輪考試的難易程度波動都會進行綜合評
定和把握，今後在正式評卷前也將
加強對評分細則的制
定。同時，這次英語
科目發生的情況
不會影響浙江
省高考制度改
革的進程，高
考制度改革的
方向是不會動
搖的，在實踐
中不斷完善。

一次英語考試
「加權賦分」調整
失策，全省乃至全
國關注，多名領導幹部被撤職、處分，
這是一次十分慘痛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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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公信力連繫政府公信力
考試公信力的背後，連繫着政府的公
信力。對於浙江省而言，妥善處理這一
事件，也無異於一次大考。引發社會輿
論後，浙江省省長親自掛帥任調查組組
長，這樣的「高配置」，讓處在焦慮中
的師生家長情緒平復；隨後組織評卷專
家對試卷評卷過程和結果進行嚴格核查

連日來，許多網友呼籲，要維護高考的公
平公正，「每一個寒窗苦讀的學子都應該被
公平對待」。值得肯定的是，「這一屆」網
友絕大多數既有充沛的情感，又有充足的理
性。就像一位網友所說，家長們糾結的不僅
僅是分數的得失，更是對高考公正性的關

考試機會，考試時間分別為每年的 6 月
和 11 月，每次考試成績 2 年有效，由
考生自主選用其中 1 次成績計入高考考
分。
據悉，改革的出發點是希望通過增
加考試機會，將高分計入總成績，有
效降低學生應考心理負擔，使一次考
試的重要性降低，一考定終身得到弱
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安全事務部負責人王欣為首席出行安全
官。
此次升級，滴滴核心業務和多部門都
將進行合併、調整，其中專快車事業群
合併，成立網約車平台公司。
原小桔車服和汽車資產管理中心
（AMC）合併，升級為新車服，成立車
主服務公司。
此外，原品質出行事業群的單車
（ HT ） 、 電 單 車 （ HM ） 、 代 駕 、

切。縱觀網友評論，「公平公正」、「公信
力」、「信任」是提及率最高的詞。
不少人都是因為高考改變命運，獲得受高
等教育和深造的機會，高考也因此成為人
生奮鬥的標誌，希望高考是一面鏡子，折射
出奮鬥精神、個人追求和規則公平意識。

■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
民主集中是保障科學決策的必經之途

■《
《浙江日報
浙江日報》
》：
有錯必糾，捍衛高考公正

高考是中國一項基本的教育制度，關乎千千萬
萬考生的利益；高考的公平公正，是社會公平公
正的基石。正如調查組指出的，浙江省教育廳主
要負責人未能正確履行職責，違反民主集中制原
則，不經集體研究，個人決定了事關全局和穩定
的重大問題。省教育考試院有關負責人在院長辦
公會議多數人持不同意見的情況下，不堅持原
則，違規通過和執行「加權賦分」的錯誤決定。
事關高考公平正義，決策過程本應更嚴苛、
更謹慎，進行更細緻的論證、評估。不僅如
此，還要及時公示社會，在聽取社會和公眾的
意見建議 後 才 能 推 出 、 實 施 。 這 是 「 民 主 集
中」的應有之義，也是保障科學決策的必經
之途。

高考非小事，關乎千千萬萬家庭。
分數的背後凝結着考生十數年寒窗苦
讀的汗水和奮鬥的精神。分數的本質
就是考生的重大利益，關乎考生家庭
的殷切希冀。及時研究，回應關切，
解決問題，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維護
人民群眾合理合法權益的必然要求。
有錯必改、有責必究，對事故中暴露
的錯誤不掩飾不虛飾，對涉及的責任
人員不護短不包庇，這才是實事求是
的態度，也是新時期作風建設的應有
之義。現在的調查結果和處置意見，
綜合考量了各方面情況，順應了民
意，維護了公正。

「滴滴」調整架構 合併專快車事業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滴滴公司昨日發佈員工郵件，宣佈
調整組織架構，升級安全管理體系，成
立網約車平台公司，汽車運營和車主服
務升級為新車服，成立普惠出行與服務
事業群，升級的士業務產品，升級財務
經管和法務體系。
全員信中稱，2018 年是滴滴充滿挑戰
的一年，平台發生的兩宗惡性安全事件
為公司敲響警鐘。對此，滴滴任命集團

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石，考試程序正義則
是構成實質正義的前提。而作為程序正
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考試規則應考前決
定而非考後擅自改動。隨意改動規則，
等於是抽掉積木最下方的那一塊。
「不經過集體研究，個人決定了事關
全局和穩定的重大問題」，違背了民主
集中制原則；「沒有進行充分的技術論
證，僅作模擬推演，導致不同考生同題
『加權賦分』值存在差別」，背離了專
業化決策的原則。避免類似的教訓，避
免拍腦門的決策，需要回到程序化決策
的正軌。
■《人民日報》

■浙江在線
浙江在線：
「每一個寒窗苦讀的學子都應被公平對待」

浙高考制度改革 英語年考
英語年考22 次

據了解，2014 年，浙江啟動高考招
生制度綜合改革試點，試點改革從
2014 年秋季入學的高中新生開始，至
2017年全面實施。
統一高考招生共 6 門科目，除語文、
數學、外語之外，其餘 3 門由學生從高
中統一學考科目中自主選擇。語、數、
外每門滿分 150 分，按得分計入。其
中，語文、數學考試成績以學生當年 6
月參加高考考試為準，而外語則有 2 次

後，通過認定閱卷評分過程「嚴格公
正」，確認考生的原始得分合法有效，
這樣的及時糾偏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期
待。查明事實後，第一時間免去浙江省
教育廳廳長、教育考試院黨委書記的職
務，對省教育考試院院長予以誡勉，更
充分展現了「誰主管，誰負責」、「誰
決策，誰負責」的原則，決策失誤不能
拍屁股走人，失責必須追究。
「不是我的多一分不要，是我的少一
分也不給」，網上考生家長的留言不偏
不倚，這不是「斤斤計較」，恰恰是最
基本最樸素的公正。對於考生而言，這
也是考試的一個基本原則。考試公平是

媒體：高考是鏡子 折射公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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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全局問題 豈可拍腦門決策

企業級業務和原智慧交通事業部的
公交業務組成普惠出行與服務事業
群 ， 任 命 付 軍 華（ Maggie ）為 集 團 高
級副總裁兼普惠出行與服務事業群
總經理。
滴滴還升級了的士業務，滴滴 CTO 張
博將負責原快捷 出 行 事 業 群 的 士 事 業
部，稱將向的士業務加大產品技術資源
的投入，進一步探索的士與網約車融合
的新模式。

山東偵辦涉黑涉惡案 查扣資產近27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山東省公安
廳昨日對外披露，自今年 1 月以來，該省公
安機關共偵辦涉黑案件 60 宗、惡勢力犯罪集
團案件 328 宗，偵辦涉惡共同犯罪案件 2,722
宗，查處涉案資產 26.8 億元（人民幣，下
同）。
當天，山東省公安廳召開掃黑除惡專項鬥
爭新聞發佈會，通報了 6 宗掃黑除惡專項鬥
爭典型案例，並在現場向 5 名舉報涉黑涉惡
犯罪的民眾代表發放55萬元獎金。
據山東省公安廳一級巡視員槐國棟介紹，

該省公安機關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
施，摧毀黑惡勢力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累
計查扣涉案資產 26.8 億餘元。該省把掃黑除
惡與反腐敗、基層「拍蠅」結合起來，共向
紀檢監察機關移送線索逾1,000條，打掉一批
「保護傘」。
據悉，該省警方深入發動民眾，落實舉報
獎勵辦法，已向舉報民眾發放逾 150 萬元獎
金。同時，警方加大法制宣傳和政策攻勢，
目前已有逾1,300名涉黑惡違法犯罪分子主動
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