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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1月2日电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1月2日决定，接受刘国中辞去吉林省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景俊海为吉林
省副省长、代省长。

景俊海任吉林省代省长

新华社福州1月2日电 福建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1月2日决定，接受于伟国辞去福建省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唐登杰为福建
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唐登杰任福建省代省长

1月1日，在英国利物浦市，车辆被大火焚毁。
2017年12月31日，利物浦市一座多层停车楼突发大火，上百辆汽车被

毁。当地消防局说，火灾中没有重伤员。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记
者 韩洁 郁琼源）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2日对外发布消息，明确完
善我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
的新举措，从而有效降低企业境外
所得税收负担。

两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
通知》明确，在现行分国（地区）别不
分项抵免方法（分国抵免法）的基础
上，增加不分国（地区）别不分项的
综合抵免方法（综合抵免法），并适
当扩大抵免层级，进一步促进利用
外资与对外投资相结合。

两部门出台税收支持政策
降低企业境外所得税负

大火过后

新的一年，生命科学也将持续
升温，为重病难病提供全新治疗方
案。

在新一代基因编辑工具尤其是
CRISPR推动下，新型基因疗法将加
速迈向临床应用。统计数据表明，全
球迄今已开展约2400种基因疗法的
临床试验。

在美国，2017 年已有三种基
因疗法获批准上市，其中两种治
疗癌症，一种治疗遗传病，这为
2018年基因疗法市场的升温拉开
序幕。正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所说，基
因疗法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将成
为治疗甚至治愈许多重病难病的
支柱。

中国科学家也已开展了利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治疗
肺癌的临床试验。据英国《新科学
家》周刊预测，试验有望于2018年
收官。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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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清冷的月球将“热闹”
异常。

中国将发射嫦娥四号中继星和
探测器，实现地球与月球背面的通
信，并探测月球背面区域；美国私人
企业“月球捷运公司”计划发射探月
着陆器，有望成为首个成功探月的
私企；印度计划实施“月船2号”探测
器登月任务，有望成为又一个登陆
月球的国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也计划开启商业太空旅行项目，
帮助两名太空游客绕月飞行……

同时，人类前往其他行星的探
索之旅也将继续。

美国航天局“洞察”号火星无人
着陆探测器将于5月发射，11月在
火星赤道附近降落。探测器将使用
机械臂将其搭载的两台主要仪器
——地震测量仪和温度测量装置永
久安置于火星表面。这将是首个研
究火星地层内部的探测使命。

欧洲和日本航天机构合作研发
的水星探测器将在10月开启旅程，
向太阳系中未知程度最高的行星之
一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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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量子计算能力的竞争将拉开“群雄
逐鹿”大幕。其中一个悬念就是谁能率先突破
50量子位的“量子霸权”标志。

“量子霸权”指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超
过传统计算机，实现相对于传统计算机的“霸
权”。有观点认为，50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就
能实现“量子霸权”。

2017年底，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
宣布成功研制一款50量子位处理器原型，并与
三星、摩根大通等公司建立量子计算合作，有望
在2021年前推出首个在金融领域的量子计算
应用。

而量子计算的另一领先者——谷歌正在
开发有49个量子位的机器，英特尔和微软在
该领域也持续加大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潘建伟与陆朝阳课题组也在向相关目标努
力，他们于2017年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超越
早期传统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机。潘建伟认为
中国的量子计算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很显然，建造量子计算机现在是一个世
界范围内的竞赛。”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分校量子信息中心主任斯科特·阿伦森说。他
认为在未来一年左右将有人赢得这场竞赛。

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量子计算
群雄逐鹿起

2017年堪称“人工智能年”。2018年
会怎样？专家预言，得益于机器学习的不
断进步，人工智能还将加速进化，“润物细
无声”般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国亿贝公司计算机视觉首席科学家
鲁滨逊·皮拉穆图说，将会有越来越多智能
手机能运行深度神经网络，家用机器人价格
也会更实惠。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则预计，
算法将会在2018年改变全球数十亿人的行
为；到2019年，几乎40％的企业将使用聊
天机器人参与处理商务。

人工智能领域著名专家李飞飞认为，
人工智能已到了产业应用的“历史时刻”，
未来潜力巨大。在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
将优化整个生产，推动机器人智能制造发
展；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大数据分析和计算
机视觉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人工智能还将推动自动驾驶
日趋产业化。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的

“出行新方式”（Waymo）公司最近实现了
完全无人干预的自动驾驶汽车上路，并开
始自动驾驶出租车试运营。

不过，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属“弱人工智
能”，仅能在某些特殊领域施展计算能力，
与真正的人类智力还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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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诸多创新在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些科幻电影中描绘的未来场景，已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新的一年，哪些技术突破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

哪些科技突破哪些科技突破
将带来将带来新惊喜新惊喜

20120188年年

观众在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观看机器人表演。
新华社发

深化集团化办学 开创扩优提质新境界巴南区李家沱小学教育集团

构建精细化管理体制
营造和谐共生的发展环境

“家门口的好学校终于建成。”“再也不用为
孩子择校而烦恼。”……2011年9月，巴南区民
心工程——清华小学正式投入使用，让附近适
龄儿童“不需择校，就近上好学”的愿景得到
实现。

当时，由原土桥小学与原清华小学合并的
清华小学，亟需区内一所重点示范小学发挥资
源优势和引领、带动作用。坚持以集团带动为
发展思路，李家沱小学承担起了统一领办的任
务，以孵化、扩充优质教育资源。

处于建立初期的清华小学要实现有质量的
发展，首先该从何处入手？

“李家沱小学教育集团组建起管理团队实
施统一管理，确立了以改革学校管理体制为切
入口，狠抓领导班子建设，以此推动清华小学各
项工作的开展，顺利走过过渡期。”李家沱小学
校长蒋存敏说。

教育集团要持续、高位的和谐发展，必然少
不了现代学校的精细化管理体制来保障。领办
期间，李家沱小学教育集团坚持“制度正行，情
义聚心，精细美政”的管理策略，建立起一校两
区的内部管理体制。

具体来说，这一管理体制先是由集团学校
总校长统率，担任集团学校法人，实行“五统一”
管理模式（人事管理统一、经费管理统一、制度
建设统一、质量评价统一、评估考核统一）。再
设置各校区的执行校长，负责贯彻落实集团的
工作安排及学校的日常管理，两校区全体校级
领导在各板块的管理工作中，既有统揽，又有
分工。

“一校两区的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条块结
合、纵横交错、统筹协调的管理办法，激活了全
体教职员工发展的内驱力量，逐步形成了两校
区既统一协调又相互交融的发展态势。

李家沱小学教育集团还从“强化制度管
理”、“坚持民主管理”、“注重情感管理”等方面，
打破发展瓶颈，突破管理壁垒，创造性地开展各
项管理工作，营造各校区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
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共享。

校际间互动提升练足内功
教师队伍走上成长快车道

“到分校区工作期间，我曾教过语文和科学

学科，还与那边的青年教师‘师徒结对’，并开展
教师教研、培训等活动……”李家沱小学语文老
师蔡玮用5年时间连续到清华小学任教交流。
像她一样，还有很多优秀教师互派到清华小学
走教交流，充分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教科研是学
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李家沱小学教育集团成
立6年多以来，按照“提高素质、优化结构、稳定
骨干、造就名师”的工作思路，努力探索教师专
业发展的高效路径，通过流动互派、跨校教学、
联合教研、名师领衔等形式，聚力打造教师交
流、成长的“快车道”。

在开启绿色通道，实施双向交流方面，集团
根据两校教师学科配套情况、年龄结构特点、骨
干教师数量等情况，确定两所学校骨干教师、青
年教师到对方学校任教、交流的安排。不仅为
两所学校的教师提供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更
加速了成员学校师资队伍专业水平的提升，使
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拥有“独立造血”的功能。

不仅如此，李家沱小学教育集团还在教师
队伍专业提升的工程中，利用好“开展梯队培
训”、“共建名师工作室”、“搭建研训平台”、“拓

宽展示平台”、“统一考核评价”等途径，练就教
师队伍更为出色的“内功”。

以实施梯队培训为例，教育集团以教师年
龄和专业发展水平为依据，结合学校阳光文化，
将教师队伍成长分为几个梯队……目标引领分
层培养，立足每个教师不同成长期的情况，打通
教师进步的“关节”，促使他们的师德师风、学习
研修、教育教学迈上发展新台阶。

据了解，集团两校区先后交流教师达38
人，已有市级骨干教师10人，区级骨干教师26
人、教学能手1人，区级优秀专业技术人才6人，
结构合理、业务精湛、质量过硬的教师群体已经
形成。

硬件软件提档升级
集团成员校迈入优质学校队列

参加由教育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青岛
共同举办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

承担巴南区“人人通”项目试点学校网络
培训；

承办重庆市小学语文教研工作会暨课改专
题研究会；

……
一步步发展足迹，一段段光辉印记，铭刻进

清华小学新的教育征程。
作为重庆市首批信息化项目试点学校、巴

南区云课堂项目试点学校、李家沱小学教育集
团成员学校——清华小学历经几年的发展，开
出了别样鲜艳的“花朵”。

“集团化办学不是开连锁店，随便挂个招
牌，更不是对总校教育教学资源、模式等简单地
复制粘贴。”蒋存敏说，李家沱小学教育集团在
成立之初就对清华小学从师资发展、文化树立、
硬件建设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特别
是践行“以信息化应用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的理念，以课题研究为载体，多措并举，开展学
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工作，达到“各美其美，扩
优提质”。

事实上，巴南区政府投入7000万元建成的
清华小学，功能室都按照双一类配备，一流的校
园网络、“班班通”、智能广播、闭路电视、网络直
播系统等数字化教学设施设备，为学校发展信
息技术打下深厚基础。拓展到阳光农场、气象
观测站等学生实践活动基地的信息化运用，更
是将学生核心素养与必备品格的培养注入蓬勃
的生机活力。

近年来，“重建设”、“重应用”已成为清华小
学发展信息技术的独特标签，学校还探索实践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从信息化课
题研究开辟学校发展的“新大陆”，清华小学立
项多个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课题，比如
已成功结题的国家级子课题《信息技术与学科
课程深度融合的策略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鲜明
代表。

清华小学这座孩子成长的乐园，将以昂扬
向上的姿态，朝着全区乃至全市一流优质品牌
小学的宏伟目标奋进。

集团化办学是一
个着眼于均衡发展而立
足于提升质量的教育模
式，高质量是集团化办
学的生命。如何解决教
育供需矛盾尖锐化的困
扰，不断推动教育改革
深入发展，如何让学生
享有更均衡、更优质、更
丰富的教育资源，曾是
摆在李家沱小学面前的
一道坎。

在巴南区大力实
施“集团化办学”战略的
大背景下，李家沱小学
着眼教育公平、聚合资
源优势、尊重校际差异、
打造学校品牌，紧紧围
绕教育质量提升这一关
键点，稳步迈开以集团
化办学不断扩充优质教
育资源的坚实步伐，带
动整个教育集团的内涵
发展，开创了教育扩优
提质的新境界。

师徒结对签字仪式

何霜 图片由巴南区李家沱小学教育集团提供

校长组织打磨清华小学封洪胜老师市级研讨课

新华社天津1月2日电 天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1
月2日决定，任命张国清为天津市副市长、代市长。

张国清任天津市代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