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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总体

部署要求，10 月 30 日前，贵州各条高速公

路收费站都会陆续将部分人工车道调整为

MTC 混合车道 （半自动车道收费系统）

和 ETC车道。

据了解，按照贵州省出入口车道设置

的原则及现场实际，我省主线收费站、重要

收费站、环城高速及各区、县主要收费站，

原则上设置不低于车道数 70%的 ETC 专

用车道，其余车道全部设置为混合车道；其

余收费站，设置 2 条 ETC 专用车道，其余

车道设置为混合车道。 根据要求，我省需

要对 3000 余条收费车道进行改造， 截至

10月 10日，已改造完成 1000余条。

昨日下午， 记者在沪昆高速安顺东

收费站出口看到，在人工收费车道后面，

众多未办理 ETC� 的小轿车和一些大货

车混合在一起， 排起了 1 公里左右的长

队，而改造完成了的 ETC 车道明显畅通

许多。

据了解，安顺东收费站出入口的 ETC

收费车道由原来的 1条增加至 3 条， 仅保

留 1 条混合车道，现所有车道均具备 ETC

通行功能（含混合车道）。 在车流量高峰

期， 未办理 ETC� 的小轿车涌入仅有的 1

条 MTC 混合收费车道， 导致安顺东收费

站出口车辆严重缓行。

工作人员介绍， 和 ETC 通道相比起

来，在正常通行情况下，客车平均通过高速

公路收费站的时间将由原来的 15秒，减少

为 2 秒，下降大约 86.7%，货车通过高速公

路收费站的时间将由原来的 29 秒减少为

3秒，下降了 89.7%。

针对各条高速公路收费站出现的拥堵

现象，贵州省交通运输部门呼吁广大车主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尽快安装使用 ETC 车

载装置，共同打造高效便捷有序的高速公

路通行环境。 目前，办理人只需持本人身

份证、银行卡和所驾车辆行驶证，便可到中

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各营业网点现场

免费办理安装 ETC 设备， 此外，“中国

ETC服务” 微信小程序也支持用户线上办

理。 如遇相关问题，可通过交通运输服务

热 线 12328， 或 者 ETC 客 服 电 话

4008008787进行咨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我省高速收费站将有调整

部分人工车道调整为MTC混合车道（半自动车道收费系统）和ETC车道

据新华社电 昨日， 教育部就深

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发布意见，提出要完善过程

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

业考评制度、加强考试管理、科学合

理制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要求、

严把学位授予关。

意见指出， 要完善过程性考核与

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

度，综合应用笔试、口试、非标准答案

考试等多种形式，科学确定课堂问答、

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作业测评、阶段

性测试等过程考核比重。 加强考试管

理，严肃考试纪律，坚决取消毕业前补

考等“清考”行为。

加强学生体育课程考核，不能达

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

求者不能毕业。科学合理制定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要求，严格全过程管

理，严肃处理各类学术不端行为。 落

实学士学位管理办法，健全学士学位

管理制度，严格学士学位标准和授权

管理，严把学位授予关。

意见明确，支持高校建立与学分

制改革和弹性学习相适应的管理制

度， 加强校际学分互认与转化实践，

以学分积累作为学生毕业标准。完善

学分标准体系， 严格学分质量要求，

建立学业预警、淘汰机制。 学生在基

本修业年限内修满毕业要求的学分，

应准予毕业；未修满学分，可根据学

校修业年限延长学习时间，通过缴费

注册继续学习。

体育不合格不能毕业，坚决取消毕业前“清考”行为……

本科教育教学将有重大变化

据新华社电 10 月 10 日至 11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华盛

顿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

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指导下，就共同关心

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

讨论。 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

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

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双方讨论了

后续磋商安排，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

的方向努力。

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中

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

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王志军，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受文参加磋商。

新一轮中美经贸

高级别磋商结束

双方在农业、 汇率等

方面取得实际性进展

严格教育教学管理包括这些内容

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

过程。 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

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推动形成“三全育人”工作格局。

激励学生刻苦学习。 高校要切

实加强学风建设， 教育引导学生爱

国、励志、求真、力行。 要提升学业挑

战度，强化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过程

和教学考核等方面的质量要求，科

学合理设置学分总量和课程数量。

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立足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优

化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比例

结构，加强课程体系整体设计，提高

课程建设规划性、系统性，避免随意

化、碎片化，坚决杜绝因人设课。

推动高水平教材编写使用。 高校

党委要高度重视教材建设， 落实高校

在教材建设中的主体责任， 健全教材

管理体制机制，明确教材工作部门。

改进实习运行机制。 推动健全

大学生实习法律制度， 完善各类用

人单位接收大学生实习的制度保

障。 充分考虑高校教学和实习单位

工作实际，优化实习过程管理，强化

实习导师职责，提升实习效果。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挖掘

和充实各类课程、 各个环节的创新

创业教育资源， 强化创新创业协同

育人， 建好创新创业示范高校和万

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 持续

推进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 提高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整体水平，办好中国“互联网 +”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推动科研反哺教学。 强化科研育

人功能，推动高校及时把最新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激发学生专业学

习兴趣。 加强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

导，加大科研实践平台建设力度。

加强学生管理和服务。 加强高

校党委对学生工作的领导， 健全学

生组织思政工作体系， 坚持严格管

理与精心爱护相结合。 加强学生诚

信教育和诚信管理， 严格校规校纪

刚性约束。 据中新社

“中华慈善奖”

推荐工作启动

符合条件者可向民政部门

和相关单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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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美乡村” 系列活动

第六站即将启动

健步游修文

邀你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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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黔西县城大部分

牛肉粉店集体涨价

商户串通涨价

受到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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