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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现阶段义务教育
不会升级为12年

针对近日网传“九年义务教育升级
为十二年制，中考将取消”的消息，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今日回应，现阶段
不可能将九年义务教育升级为十二年
制，“当前，还不具备把高中阶段教育纳
入义务教育的条件，高中阶段教育的主
要任务是加快普及步伐，满足初中毕业
生接受高中教育的需要。”
今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高中
阶 段 教 育 普 及 攻 坚 计 划（2017-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全国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但普及、义务和免费是三个不

同的概念，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在解决
有学上的问题，不是将高中阶段教育纳
入义务教育或者实施免费教育。该负责
人表示，义务教育具有普及、均衡、强制
和免费等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
育。义务教育是重中之重，到 2016 年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已达
93.4%，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显
著成绩，但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未来一段时间进一
步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和均衡发展

水平的任务仍然繁重。“在普及的过程
中，要妥善解决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
学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资助体
系，下一步要重点做好普通高中建档立
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免费工作。”该
负责人说。
同时，针对“中考将取消”的消息，
该负责人明确表示不属实。“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总体部署，教育部于 2016 年颁布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我们一直强

11月300城市土地市场量跌价涨

调， 本次改革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并不是取消中考，而是将初中毕业考试
和高中招生考试合二为一，实现一考多
用，避免多次考试，减轻学生重复备考的
负担和压力。”该负责人强调，本次改革是
对原有中考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旨在建
立新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
式，更好发挥考试招生制度在推进素质
教育中的正确导向作用，促进教育公平。
他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积极指导各地
按照文件要求，结合实际细化制定本地
中考改革实施意见。
据《经济日报》

多款白酒上调价格

成交均价环同比上涨

11 月， 全国 300 城市土地市场供
求回落， 但各线城市土地成交均价环
同比继续上涨。 综合前 11 个月来看，
年度土地出让收入整体保持同比上涨
势态。
6 日， 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7 年 11 月，全国 300 个城市共
推出土地 2696 宗，环比减少 11%，同比
增加 1%； 推出土地面积 10939 万平方
米，环比减少 5%，同比增加 3%。其中，住
宅类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
综合性用地)925 宗，环比减少 16%，同比
增加 22%； 推出土地面积 4252 万平方
米，环比减少 10%，同比增加 18%。
从各线城市土地市场来看， 一线
城市供应环比回升、同比微降，出让金
同环比增加， 北京收金 480.4 亿元领
衔；二线城市供地节奏放缓，成交量及
收金同环比均降， 成交均价同环比微
涨；三四线城市土地供求量环比双降，
出让金较上月降近三成， 均价及溢价
同环比续增。
成交方面， 整体成交环比转跌，同
比小幅下滑，二线城市同比降幅居首。
11 月， 全国 300 个城市共成交土地
1835 宗， 环比减少 32%， 同比减少
7%；成交土地面积 7453 万平方米，环
比减少 27%，同比减少 9%。
尽管供求回落， 但是土地整体均
价环比止跌回升，同比继续上扬，各线
城市均价同环比均增。11 月，全国 300
个城市成交楼面均价为 2654 元 / 平
方米，环比增加 21%，同比增加 23%；
其中住宅类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
宅用地的综合性用地)成交楼面均价为
4386 元 / 平方米，环比增加 9%，同比
增加 8%。
中指院数据显示， 在土地价格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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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走高的趋势下，11 月 300 城市出让
金环比缩水、 同比增加， 北京收金
480.4 亿元蝉联榜首。月内 300 个城市
土地出让金总额为 3715 亿元，环比减
少 7%， 同比增加 14%。1 至 11 月，全
国 300 城 市 土 地 出 让 金 总 额 为
34407.7 亿元，同比增加约 41%。11 月
整体及各线城市成交量较上月均有下
滑，月度出让金环比缩水近一成，在前
11 个月总额中占比为 11%。
同时，土地平均溢价率同环比继续
下降， 尤其是住宅用地溢价率维持下
行势态，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趋稳。11
月 ，300 个 城 市 土 地 平 均 溢 价 率 为
20%，较上月下降 4 个百分点，较去年
同期下降 2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类用
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综合
性用地)平均溢价率为 22%，较上月下
降 5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 29 个
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土地市场 11
月新增土地供应 14 宗，其中居住类用
地 10 宗，在这 10 宗宅地供应中，有 4
宗为共有产权房用地，全部用于共有产
权住房建设。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
统计，11 月北京宅地成交的楼面价为
25161 元 / 平 方米 ， 环 比 10 月 下 降
9.2%。溢价率则仅有 8.24%，较 10 月
大幅减少 23.06%， 创今年各月溢价率
的最低值。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分
析称，自住房升级为共有产权房之后，北
京明显加大了共有产权房的供应力度。
同时， 由于近期北京释放的土地大多包
含共有产权房，土拍也一直坚持限地价、
限房价的方式，
“
项目预期利润降低，开
发商的抢地热情明显消退，11 月各地
块拍卖基本没有什么竞争，最终的溢价
率也因此创下新低”。 据《经济参考报》

距离 2017 年年底还有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白酒企业纷纷拉开涨价模
式迎接黄金销售季的来临。继洋河梦
之蓝涨价之后，12 月 4 日，水井坊也
发布了上调零售价格的通知。
12 月 4 日，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
公司发布 《水井坊部分产品建议零售
价及建议整箱团购价调整通知》。通知
称， 公司即日起调整旗下部分产品的
建议零售价和建议整箱团购价， 典藏
系列上调 40 元， 井台系列上调 30
元，臻酿 8 号及鸿运装上调 20 元。其
他部分产品也有相应调整， 具体以厂
家更新后的建议零售价价格牌为准。
12 月 1 日， 洋河梦之蓝传出涨价
消息。 洋河股份的梦之蓝 M3、M6 出厂
价分别上涨 5 元 / 瓶、10 元 / 瓶。即将到
来的今年春节促销期间， 梦之蓝的 M3、
M6 终端价格据传将较去年春节分别提
高 110 元 / 箱、150 元 / 箱， 预计终端售
价涨幅将达到 200-400 元每箱（四瓶
装）。 洋河股份副总裁朱伟在公开场合表
示， 预计 2018 年春节梦之蓝每瓶价格
会提升 50 元左右。据了解，洋河股份今
年采取了比较坚定的提价策略， 春节时
出厂价小步上调， 并在此后调整了供货
制度，令社会库存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对于年底白酒纷纷涨价的现象，
行业专家分析，白酒企业三季报业绩
亮眼，高端酒迎来爆发，不能忽略深
度压抑之后渠道反弹的因素。一般而
言，在主导产品和高端产品一路下行
的过程中，渠道去库存，在价格开始
恢复之后， 进入反向增库存周期，即
买涨不买跌。高端产品价格上行的过
程中， 经销商与终端敢于进货囤货，
甚至把进货囤货当做投资需求，而接
连提价后，经销商的利润也会随之增
加。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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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内 0404 民初 3801 号
王利超、李宝文、王永利：
本院受理的原告许晓勇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 内 0404 民初
380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7）内 0404 民初 3860 号
冯朝辉：
本院受理的原告冯学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内 0404 民初 386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松民初字第 6253 号
盛利新、寇树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栋梁与你二人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松民初
字第 625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 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7）内 0404 民初 8921 号
秦志海：
本院受理原告刘国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之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 在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2017）内 0404 民初 1612 号
冯朝辉、张玉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福荣与你二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内 0404 民
初 161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