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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0月30日讯（记
者 郭立伟） 根据教育部统
一部署，山东省作为第二批试
点省份，自2017级普通高中学
生开始进入高考综合改革周
期。近日，齐鲁晚报记者从省教
育厅了解到，全省普通高中选
课走班工作已全面铺开，教学
秩序良好，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并且在本轮高考综合改革
试点中，社会特别关注的物理
科目选科人数可能大幅减少或
弃选的情况在山东没有发生。
省教育厅介绍，前期，在各高中
学校的精心指导下，大多数学

生和家长能够综合考虑自身兴
趣、志向、优势以及高等学校的
招生要求、报考专业、分专业招
生计划、社会对人才的未来需
求趋势等作出理性选择。

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普
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
要求指引（试行）》，根据《指引》
要求，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发布《关于公布2020年拟在山
东招生普通高校专业（类）选考
科目要求的公告》，2020年拟在
山东省招生的高校中，46 . 61%
的本科专业对物理科目提出了

“选考要求”，远高于其他科目。

有物理选考要求的专业一般
都是高校实力最强的理工类
专业，只有选考了物理，入校
后才能顺利完成这些专业的
学习，并为自己未来硕士、博
士阶段的专业学习奠定坚实
基础，有志向报考这类专业的
学生都选择了物理学科作为等
级考科目。

考物理科目可以报考的专
业范围更为广泛。根据高校选
考科目要求，学生一旦选择了
物理科目作为等级考科目，高
考填报志愿时至少可以报考
90 . 64%的本科专业，专业选择

面非常广泛，是专业选择面最
广的选考科目。

考理工类的考生录取的机
会更高，录取的难度更小。据介
绍，高校理工类专业计划投放
数量多，学生的录取机会远远
高于非理工类专业。以2018年
为例，各高校在我省投放理工
类、文史类本科计划分别为
165543个、46800个，而理工
类、文史类报考考生分别为
272820人、144600人，报考理
工类、文史类考生的本科录取
率分别为60 . 7%、32 . 4%，文科
录取最低控制线比理科高出70

分，报考文史类的考生上本科
高校的难度远远高于报考理工
类的考生。

据介绍，优秀学生选考物
理吃亏是个伪命题，而且，如
果学习水平处于中低端的学
生随意弃选物理科目，在高
校本科专业选科要求确定、
理工类专业投入计划相对稳
定的前提下，意味着将专业
选择和专业录取机会的竞争
优势拱手让位于选考物理科
目的学生，反而让选考物理
科目的优秀学生在升学机会
竞争中更具优势。

本报讯 30日，在A股的
交易时段，证监会发布声明
称，证监会将加快推动三方
面工作，其中包括减少交易
环节不必要干预，鼓励回购
和并购重组等。受此影响，A
股市场出现反弹。截至收盘，
A股三大股指呈现探底回升走
势，大金融板块表现强势。

上一交易日“喝醉”的沪深
两市周二集体低开，盘初迅速
杀跌，创业板指盘中最深跌幅
至2 . 17%。随后券商、银行、保
险板块发力，三大股指翻红走
高，临近尾盘涨幅有所回落。截
至收盘，沪指报2568 . 05点，涨
1 . 02%，成交1523 . 86亿元；深
成指报7375 . 23点，涨0 . 72%，
成交1585 . 69亿元；创业板指
报1259 . 95点，涨0 . 76%，成交
472 . 87亿元。盘面上，金融股
领涨两市，券商、银行、保险板
块内个股全线飘红，国海证券、
中原证券、天风证券、长城证券
等多股涨停。

申万宏源指出，近期一系
列稳定股票市场预期的政策主
要由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明确
管理层重视资本市场，稳定风
险偏好；另一方面兜底股权质
押风险，改善资金供需格局。这
样的政策组合是“对症下药”，
对稳定市场预期有积极意义。

山西证券分析认为，中期
维度下，考虑到政策全力维稳
产生的托底效应，经济失速下
行的风险已较大程度上缓释，
未来要等的就是政策效应的逐
步显现，经济预期和市场风险
偏好的逐步修复，投资者不必
太过悲观，A股中长期配置价
值开始显现。 据中新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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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司法
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卢恩光行贿、单位行贿案，对
被告人卢恩光以行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单位行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百万元；对卢恩光用
于行贿的赃款及其孳息，依法
予以没收。

经审理查明：1992年至
2016年，被告人卢恩光为违规
入党、谋取教师身份、荣誉称
号、职务提拔及工作调动等，请

托多名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帮
助，先后多次给予上述人员共
计人民币1278万元。1996年至
2016年，被告人卢恩光为其实
际控制的山东省阳谷县科仪
厂、山东阳谷玻璃工艺制品厂、
山东阳谷古阿井阿胶厂及北京
天方饭店管理有限公司违规获
取贷款、低价收购资产、核定较

低税额和破产逃避债务等，请
托多名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帮
助，直接或指使企业工作人员
先后多次给予上述国家工作人
员 财 物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796 . 7597万元。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卢恩光的上述行
为分别构成行贿罪、单位行

贿罪，依法应数罪并罚。鉴于
卢恩光到案后，能够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
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行贿犯
罪事实，认罪悔罪，并检举了
多起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具
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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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原文：发挥保险、社
保、各类证券投资基金和资管
产品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引
导更多增量中长期资金进入
市场。

症状：中国股市不缺资

金，缺的是长线资金。当前，A
股的资金以短线资金为主、投
机性强。短线资金只是在A股
里面打游击、赚快钱，这就导
致A股经常涨一天跌三天，很
大程度是短期资金炒作所致。

作为主流投资的中长期
资金，将成为稳定股市的基本
力量，其示范效应会抑制股市
短线过度炒作，形成良好投资
氛围，提振投资者信心。

据经济日报

信号四 长线资金是股市“压舱石”

声明原文：创造条件鼓励上
市公司开展回购和并购重组。

症状：此前，资本市场存
在的允许股份回购的情形较
少，实施程序较为复杂，公司

法修改落地，股份回购制度也
将升级。2016年以前，并购重
组市场处于井喷状态。随着监
管加强，并购重组遇冷。进入
2018年，监管层希望为并购重

组市场注入更多活力。
鼓励回购和并购重组，有

助于稳定公司股价，维护广大
中小投资者权益，增强资本市
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信号三 鼓励上市公司拿出真金白银稳定股价

声明原文：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加强上市公司治理，规
范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

症状：当前，上市公司质
量还存在一定问题。比如，“三

高”并购后遗症频发、部分公
司风险集中、个别公司业绩真
实性存疑，有些公司还存在内
外部治理隐患等。

资本市场是否能够良性

运转的前提是上市公司的质
量，投资者信心归根结底来自
上市公司业绩。因此，提升上
市公司质量是治本之策，声明
抓住了重点。

信号二 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更有信心

声明原文：减少交易阻力，
增强市场流动性。减少对交易
环节的不必要干预，让市场对
监管有明确预期，让投资者有
公平交易的机会。

症状：当前市场在交易环
节还存在不少阻力。特别是停
牌制度、选择性监管等现象，让
市场失去了不少活力，市场流
动性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细读证监会声明不难发
现，监管层有的放矢，对症下
药，决心扫除市场交易中的阻
力，增强市场流动性，让市场交
易快起来火起来。

信号一 让市场交易快起来火起来

证证监监会会223300字字声声明明到到底底想想说说啥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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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全天成交：3109 . 55亿元

+0 . 76%1259 . 95

+0 . 72%7375 . 23

+1 . 02%2568 . 05

指数 点位 涨跌幅

证监会在30日发布的
声明，全文加上标题，只有
230字。其实，这230字声明
还真有不少深意，但这个
深意，绝对不是“不管了”，
更不是“不交易”。最近，股
市表现得的确不太给力。
证监会在关键时刻发文，
目的就在于以重拾信心、
强化信心为重点，向资本
市场释放出稳信心、稳预
期的强烈信号。这些信号
你都接收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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