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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今年试点跨省市高职单独招生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京津

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8-
2020年）》正式发布。记者1月8日
从市教委获悉 ， 行动计划提出
2019年将开展京津冀跨省市高职
单独招生试点， 北京市优质职业
教资源也将到河北廊坊北三县地
区进行合作办学。

1月7日， 京津冀教育部门在
雄安新区召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
推进会，会上发布《京津冀教育协
同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18 -2020
年）》， 包括优化提升教育功能布
局、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发展、加快
职业教育融合发展、 推动高等教
育创新发展、 创新教育协同发展
体制机制等五大方面。

据市教委介绍， 将高水平配
置北京城市副中心教育资源，支
持新建、改扩建中小学45所，实现
全区高标准建设的高中达到10所
左右， 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北
三县地区延伸布局。 全力支持雄
安新区建设，北京市将采取“交钥
匙”工程方式，建设1所幼儿园、1
所小学、1所完全中学（含初中、高
中）， 通过派出优秀管理团队、教
师互派、 课程共享等形式帮扶建
设4所学校（幼儿园），提高学校整
体教育质量。 天津市将推动提升
雄安新区高端技能人才培养水
平， 推进国家大学创新园区规划
建设。

在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发展方

面， 京津冀将促进区域基础教育
深度融合， 继续推动京津优质中
小学（幼儿园）与河北省学校开展
跨省域合作办学； 支持有条件的
在京部委属高校到津冀建设附
中、附小、附幼。深入推进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校（园）长挂职交流；
联合在河北省开展 “教师校长百
千万工程”，合作培养百名名师名
校长、千名优秀教师校长、万名骨
干教师校长； 推进三省市师范院
校在河北省贫困县建设教师培养
培训基地。 加快优质基础教育资
源共建共享， 推动优质数字教育
资源面向三省市教师学生全面开
放； 共建共享三省市中小学社会
实践基地、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校外活动中心、 青少年宫等校外
教育资源。

在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方面 ，
三地将继续巩固已有跨省职教集
团（联盟），推动技术技能人才联
合培养， 重点建设一批职业教育
专业群，推进跨省市中高职衔接，
对跨省就读的职业教育学生在免
学费、助学、培训补贴等方面逐步
实行同城同等待遇。 京津输出优
质职业教育资源， 对口支持河北
贫困地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

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方面 ，
三地将深化高校联盟建设， 在联
盟平台上探索培养方案互通，开
展课程互选、 学分互认、 教师互
聘、学生交流和短期访学。构建高

等学校协同创新体系， 引导京津
冀高校健全协同创新机制， 加强
创新资源开放与共享 。建设若干
开放共享的高校学生素质教育
基地、实习实践基地和实训基地。

经协商 ，2019年京津冀教育
协同发展将重点推进6项任务，包
括在河北省贫困县挂牌建设教师
培训基地； 启动天津市属特色高
中援建雄安新区项目； 开展通武
廊地区基础教育 “同上一堂课”；
开展京津冀跨省市高职单独招生
试点； 推进北京市优质职业教育
资源到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地区
开展合作办学； 举办京津冀高校
联盟论坛等。

经过四年多的工作推进 ，北
京 扎 实 推 进 基 础 教 育 优 质 均
衡发展，持续调减市属高校和中
职学校招生计划， 同时加快实施
“建三援四”项目，四所对口帮扶
学校正式挂牌 ，各施援学校调
派干部担任雄安校区校长， 组织
对岗挂职、支教送教、培训研修、
课例研讨等组团式支教活动；组
建雄安新区教育规划北京专家顾
问团， 帮助雄安新区研制教育质
量提升三年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
划。 通武廊基础教育各学段教育
教学研讨持续深化，曹妃甸、张家
口、 保定等地教育合作项目逐步
落地见效， 干部教师交流培养常
态化、制度化，三地教育同呼吸、
共进步的格局已经形成。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
出台三年行动计划

特斯拉第一个海外超级工厂
7日在上海临港产业区正式开工
建设， 这是第一个获批在中国独
资建厂的外资车企。 对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来说， 特斯拉国产化
将带来“鲶鱼效应”。不只是特斯
拉， 受益于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
的落地，近期大众汽车、宝马汽车
等越来越多的外资车企也在华建
造新能源汽车工厂， 这都将促进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竞争，“搅动”
中国汽车产业生态。 而对消费者
而言， 则会拥有更丰富的新能源
汽车产品的选择， 也有望享受市
场竞争带来的降价 “红利”。

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工，
计划2020年实现量产

特斯拉上海工厂是上海有史
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集
研发 、 制造 、 销售等功能于一
体， 全部建成运营后， 年产能将
达50万辆纯电动整车。 工厂一期
年生产规模为25万辆纯电动整
车， 包括Model 3等系列车型。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动车
应用的领导者。” 特斯拉首席执
行官埃隆·马斯克说， 上海工厂
将专门为中国市场生产Model 3
电动车和未来的新车型。 工厂计
划在2019年年底试产Model 3，
在初始阶段每周生产约 3000辆
Model 3,2020年实现量产 。 不
过， 高配版本的Model 3及其它
特斯拉车型仍由美国工厂生产。

对特斯拉来说， 中国建厂的
好处不言而喻， 一方面是成本的

明显下降。 业内人士分析， 国产
化后， 特斯拉有望实现零配件国
产化， 再加上人力成本下降和物
流成本的降低， 在同档次的新能
源汽车中， 价格将颇有竞争力。

另一方面， 特斯拉将能更加
深入挖掘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
市场潜力， 形成规模效应。 根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将达
118万辆，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支持十分坚定 ， 并提出到
2020年产销200万辆以上 ， 累计
产销超过500万辆的目标。

外资“重量级选手”加速
国产化，“鲶鱼”来了

“特斯拉国产化最大的影响
就是形成‘鲶鱼效应’。”全国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
对记者说，特斯拉技术先进，将促
进国内车企加速提升技术；特斯拉产
业链逐步在国内生根， 将形成良好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提升机会。

随着我国下调进口汽车关税、
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放开等一系
列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地， 大众汽
车、 宝马汽车等越来越多的外资
车企在华建造新能源汽车工厂。

华金证券研究报告称， 海外
优质产能正在加速向中国转移，
两三年内，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
将迎来很多 “重量级选手”， 综
合能力强的国内零部件公司将凭
借供应链红利发展壮大。

国内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则
将直面竞争与挑战。

“特斯拉国产化量产预计在
2020年， 正是我国新能源汽车补
贴退出期。 国内车企没有其他竞
争保护措施 ， 进入平等竞争阶
段， 所以国内车企需要在这两年
加速提升产品。 降低成本， 快速
适应摆脱补贴、 独立发展的市场
新环境。” 崔东树说。

“高端”品牌闯进40万
元以下区间

特斯拉此前一直被视作 “高
端” 品牌， 此次通过国产化后推
出价格较为亲民的大众产品， 将
给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选择。

按照特斯拉最近公布的价
格， 目前Model 3有三个版本，
两个美国产的高配版本起售价格
分别为49.9万元和56万元，业内人
士估算， 未来国产的低配版Model
3很可能会降至40万元以下。

上海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自
己原本打算买燃油车， 但是一年
多还没拍到车牌， 于是打算选择
不用传统车牌的新能源汽车 。
“国产特斯拉如果不到40万元能
买到， 的确很有吸引力。”

记者了解到， 目前越来越多
的“高端”品牌开始生产面向大众
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 普遍定价
在30万元至40万元区间。早些年，
30万元至40万元基本是合资品
牌汽车 ，如今外商独资企业也
闯进这个价格区间 ， 白热化的
竞争让各个车企必须拿出更过硬
的产品服务和更有竞争力的价格
争夺市场。 据新华社

“重量级选手”入场如何“搅动”车市？

1月8日， 在内蒙古达里诺尔湖， 渔民在捕捞鲜鱼。 达里诺尔湖是
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 近日， 达里诺尔湖一派繁忙， 渔
民通过冬捕保障年节市场的鲜鱼供应。 新华社发

鱼跃人欢冬捕忙

新华社电 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等13个部门8日召开联合部署
整治 “保健” 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电视电话会议。 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局长张茅在会上表示， 禁止各
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保健品进行评
比、 评优等活动， 违者坚决依法
追责。

“要拿出切实管用的措施 ，
防止死灰复燃。” 张茅说， 近段
时间， “保健” 市场暴露出虚假
宣传、 违法广告、 消费欺诈、 制
假售假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侵害
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扰乱了市场
秩序。 社会舆论反映强烈， 人民
群众迫切要求整治保健市场乱
象。 要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 不
搞运动式执法， 要建立健全长效
监管机制。

参加 “百日行动” 的13个部
门还包括： 工信部、 民政部、 农
业农村部、 商务部、 卫健委、 文
化和旅游部 、 公安部 、 住建部
等 。 各部门在会上对 “百日行
动” 作出部署。 工信部门表示，
建立健全24小时机制， 及时处置
网络违法活动， 严查利用骚扰电
话进行保健品推销。 民政部门将

重点对养老服务场所和设施进行
排查， 严禁假借养老服务场所进
行保健品推销。 商务部门将严格
直销行业市场准入， 整治直销市
场秩序。 旅游部门将重点查处利
用低价旅游推销保健品的行为。
卫生部门将严厉查处各种假借健
康讲座进行免费体检、 以中医预
防保健名义进行非法诊疗、 无证
行医等行为。

张茅说， 13个部门联合部署
整治 “保健” 市场乱象 “百日行
动”， 涉及行业领域广、 商品类
别多、 违法行为复杂， 涉及各级
政府、 多个部门的职责， 必须强
化协同联动， 以最大的力度、 最
有效的措施形成齐抓共管的整治
格局。 为此， 要加强部门之间的
沟通协作， 在线索摸排、 调查取
证、 案件移送、 信息共享、 宣传
报道等方面建立顺畅有效的工作
协调机制。 建立整治信息报送制
度， 强化上下联动、 形成 “全国
一盘棋”。 深入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共同参与 “百日行动”， 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 完善举报奖励
制度， 鼓励群众积极提供线索、
维护自身权益。

13部门联合整治“保健”市场
禁止对保健品评比、 评优

新华社电 中国丝绸协会名
誉会长杨永元近日说， 随着国内
消费水平的提高， 内需成为丝绸
产品消费主力军。 我国丝绸内销
占比达60%，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
丝绸消费国。

杨永元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说， 我国丝绸业在改革开放中
增强了竞争力， 从单一的国际市
场 ， 转变为国际 、 国内市场并
重。 由于丝绸以蛋白质为主的天
然纤维对皮肤没有刺激， 丝绸内
衣、 服装、 蚕丝被等消费品已走
入寻常百姓家。

我国丝绸行业集中度近年来
不断提升。 与2013年末相比， 全
国规模以上丝绸工业企业数减少
195家， 降幅为19.7%； 单个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上升17.4%。

改革开放以前， 丝绸产品主
要用于出口换汇， 一年全国只生
产2000多条丝绸双喜被面， 供新
婚的年轻人购买。 杨永元说， 目
前在产业水平上， 我国丝绸业从
以出口生丝、 绸缎为主的初级产

品转型升级为生丝、 丝绸、 服装
等全链条产业。 丝绸产品的消费
品档次 、 质量 、 花色实现了国
际、 国内接轨。

我国丝绸业出现量增价涨效
益好的态势。 来自商务部市场运
行和消费促进司的统计数据显
示 ， 2017年我国有桑园 1183万
亩， 全国有2000万名茧农， 蚕茧
产量达64.3万吨， 扭转了自2013
年以来下滑的趋势。

在产业布局上， 自2006年开
始 ， 在 国 家 引 导 下 ， “ 东 桑
西移” “东绸西移” 持续进行，
种 桑 养 蚕 由 东 南 沿 海 转 移 到
中 西 部的荒坡等地方 ， 不与耕
地争资源。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 ， 2017
年， 我国中西部蚕茧产量、 生丝
产量、 绸产量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81.6% 、 76.2% 、 52.4% ， 比 2013
年分别增加 16.1、 20.5、 14.8个
百分点。 中西部种桑养蚕面积占
全国的82%， 东部在技术、 研发
上保持优势。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丝绸消费国

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