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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遍布全球
各地的中国游客们陆续踏上归途，但
也有不少游客正准备错峰出行。据业
内平台分析，春节后至清明小长假的
一段时间，国内外许多旅游目的地迎
来传统淡季，往返机票、当地酒店和旅
游产品费用等甚至可能跌至“白菜
价”。相比“春节黄金周”，人们的节后
出游成本可节约30%至50%。

携程旅行网截至12日午时数据
显示，热门旅游地往返机票价格逐步
恢复至日常价格的3折至5折水平，
部分航线报价较春节前最多下降超
7成。例如，飞往三亚、昆明、成都、
杭州、西安、重庆等节中热门旅游城
市的航班均已有价格低至原价2折
的机票。

“时间更充裕的中老年游客青睐
在传统旺季后的价格‘跳水期’出游。”
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何建民
分析，“相较于旺季时景区景点里‘人
山人海’，在淡季人们观光休闲体验更
从容一些，越来越多年轻人也愿意错
峰出游。”

在春节假期加班的上海白领程
功，将带着父母妻儿踏上为期 5天
的赴日本邮轮游。在他看来，在节
中加班，是为了保障工作；公司落实

带薪休假制度，则保障了大家休息
的权利。

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休闲
已成为我国居民的“幸福必需品”。
中国旅游研究院2月11日发布报告
称，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春节假期，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同
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
元，同比增长8.2%。携程旅行网亦
在11日发布报告称，基于该平台预
订情况，春节长假期间我国游客脚步
遍布海内外1370多个城市，覆盖97
个国家和地区。

春节后也呈现“淡季不淡”的特
征。从几家主要旅行机构机票预定
数据看，在2月、3月也有“错峰热门”
目的地，例如西安、重庆、成都、三亚、
昆明、杭州、南京、厦门、哈尔滨、珠海
等城市。

“随着多个目的地气温转暖，人们
日益青睐的‘赏花游’旺季将到来。例
如近期预订3月下旬前往日本赏樱的
出境游客增多，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了70%左右。”携程机票事业群高级
总监邵季红说。

眼下，春节假期虽已结束，各地
“文旅大餐”“科技大餐”“运动大餐”供
应仍源源不断。

北京故宫博物院“贺岁迎祥——
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将持续至农历
三月初三（4月7日）。崔雪琳等北京
市民告诉记者，计划节后参观故宫，

尤其是参观故宫博物院破纪录地展
出的近900件（套）文物，体验“错峰
过大年”。

为期66天的2019年“西安年·最

中国”活动将持续至3月初，春节后仍
有丰富的民俗表演、非遗展示、周礼体
验、庙会及红色旅游系列活动。

(据新华社上海2月13日电)

出游成本可节约30%至50%

节后错峰出游惊喜多

游客在天山天池景区体验冰上娱乐项目。 新华社发（甄梅 摄）

严厉整治之下——

有害教育类App为何依然活跃？

2018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
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
的通知》，明确要求停止使用含有色
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
及链接，或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
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
生课业负担的App。

目前，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
经下架，仅苹果应用商店下架的教
育类App超过15000个。

2019年1月，江苏、浙江、四川、
云南等地纷纷排查、清理各类已进入
中小学的教育类App，动员家长举
报，形成日常监督机制、审查备案制
度等，防止有害App接近青少年。
一些在线学习App运营商发布了
App进校服务的行业自律倡议。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

教育类App出现黄色内容。一款
号称“中小学生学习好伙伴”的
App“作业狗”上，在其有社交功能
的“遛一遛”版块中，常常可以见到

“全网处 cp”“刷赞送会员”等信
息。记者在其“醉校园”聊天区，发
现有用户不断发黄色图片和引诱性
文字，多次投诉仍然封不住。记者
发现，其聊天区基本是不设防的，任
何人都可以注册为用户发布照片和
言论。有些涉黄内容2017年就出
现了，运营商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屏
蔽措施。

还有一部分违规App转战微
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有的甚至“山
寨”一些知名App，获取流量关注，
继续传播游戏和广告。

记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作

业帮”，结果出现180多个跟“作业”
有关的小程序。其中一个叫“作业
答案新版”的小程序，点开就进入包
含了20多款网络游戏的界面；“作
业帮小助手”“作业帮搜题答案”小
程序首页打开就有广告链接直接进
入某商城；“作业帮在线答题”页面
有公众号广告链接。记者发现，这
些小程序很多都是个人开发的，属
于“山寨”“作业帮”。

教育部门已经明令禁止通过
App 公布学校考试分数和排名。
但有家长告诉记者，学校暗示家长
可以通过有关App查询孩子的期
末考试分数和排名，登录一看，如果
需要了解个性化信息如孩子学业诊
断等则需要付费，其中还嵌入了培
训机构广告。

经查询，存在黄色信息的App
“作业狗”，其运营商为深圳万利达
教育电子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显示，该企业已
于2018年6月注销。但其产品“作
业狗”未被封查，也未在软件市场下
架，运营至今。

业内人士表示，应用商城对
App的上线应该负起监管责任。
据了解，苹果公司目前对于违规
App实行“黑名单制度”，要有相当
多的用户在线投诉，获得苹果公司
的关注进而被列入黑名单，再经过
苹果公司审核后才能禁止运行。但
一些开发企业花钱刷好评淹没差
评，让应用商城的监管也很无力。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副教授欧阳爱辉说，适当的社交软
件、教育软件对学生学习生活存在
一定价值，这就要求产品开发企业
承担起监管责任，严格甄别涉黄有
害信息。

业内人士介绍，近年在线教育
兴起，大量资本涌入，但教育类App
的开发准入门槛低，无需教育机构资
质，公众号或小程序的开发者甚至可

以是个人。这些开发商为了获取更
多收益，会把端口开放给互联网广告
分发平台，让其在页面投放广告。

一些游戏开发商深知青少年是
网络游戏的重要消费群体，在App
中链接游戏，以学习之名吸引更多
流量到其游戏界面，进而得到更多

“变现”机会和广告开发价值。
对此，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微信

作为公众号、小程序等的运营平台，
虽然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但是审
核监管难度大。公众号、小程序运营
商开放端口给广告分发平台，微信平
台很难都掌握。虽然技术上可以实
现屏蔽，但是难度大，有时候也容易
造成“误伤”，所以当前审核主要还
是靠人工抓取，但面对海量的外部
链接内容，审查很难面面俱到。

对于依然有学校要求通过App
查分查排名，教育界人士表示，这是
学校和App运营商切中了部分家长
需要掌握孩子成绩和排名的“刚
需”。不少家长表示，中考、甚至有些
小升初民办学校招生等都是凭分数
择优录取，家长需要准确了解孩子在
学校的排名，以便“对症下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教
育类App运营商的违法成本很低，
一旦出了问题，最多就是封号、封域
名、封IP地址等，有的运营商被封后
变换域名或口令很容易就卷土重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说，涉黄信息对未成年人的伤
害是长久的，哪怕有一点点涉黄，都
必须追究App运营方的责任，加大
处罚力度。

业内人士表示，教育App行业
经过初期的快速发展，转型升级势
在必行，应回归教育本质，更加重视
内容，提升产品质量。

专家建议，要实施有效监管，
在准入阶段，监管部门应对App
开发商明确资质、提高门槛，对其

产品内容的设计提供指引；在运营
阶段，监管平台或部门要借助切实
可行的信息技术手段实施甄别，依
法依规做好审查和监督，一旦发现
问题要严格执法，定期向社会公布
黑白名单，畅通举报渠道。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
究员夏学民说，学校、家长要及时了
解学生手机等的使用情况，对中小
学生使用网络终端设限，借助数字
化技术手段屏蔽有害信息，引导他
们合理使用，避免伤害。同时，公
安、文化、教育、网信、工信等多部门
应联合执法，共同为净化青少年网
络环境负责。

(新华社广州2月13日电 记者
郑天虹)

整治之下又现有害教育类App

开发准入门槛低 缺乏日常监管

加大对违规App的处罚力度
多部门联动加强监管

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
再次进入月夜休眠模式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胡喆）记者13
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玉兔二号巡视器2月11日
20时再次进入月夜休眠模式，落月后在月面累计
行驶共计约120米。嫦娥四号着陆器于同日19
时完成月夜设置，也开始了休眠。

国家航天局提供的信息显示：第二月昼期间，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巡视器工作稳定，能
量平衡，数据传收正常。着陆器上配置的低频射
电频谱仪、搭载的德国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
仪，巡视器上配置的红外成像光谱仪、搭载的瑞典
中性原子探测仪等科学载荷重新开机，按计划顺
利开展科学探测活动。巡视器全景相机对着陆器
再次进行成像，获得了着陆器彩色全景图。

据了解，玉兔二号此番在月球背面累计行驶
的距离，已经超过了玉兔一号此前在月球正面行
驶的纪录。

中国首次利用红外相机
自动监测南极雪海燕

据新华社南极中山站2月13日电（记者刘
诗平）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队员在对南极雪海
燕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首次采用红外相机等
先进技术对其繁殖生态习性进行自动监测。

在为期两个多月的科考期间，本次科考队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对南极中山站地区的鸟
类进行了首次系统调查和监测，观测和记录到优
势物种雪海燕470巢，并对其中109巢的繁殖状
况进行了连续监测。通过11台红外相机对雪海
燕繁殖行为的监测显示，其孵卵和育雏期间的活
动高峰均集中于夜间。

“红外相机是研究野生动物的一项先进的技
术手段，在一些珍稀物种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应用。这次在中山站地区进行的鸟类繁殖自动
监测，是该设备在我国南极鸟类调查和监测中首
次应用。”张正旺说。

在南极鸟类中，数量最多的企鹅是不能飞的
南极“土著居民”，雪海燕则是翱翔天空的南极“土
著居民”，它主要以磷虾为食，是南极海洋生态系
统中的重要指示物种。

2月12日，民众在西安广仁寺2019新春吉
祥祈福灯会上点燃酥油灯。

当日，陕西西安广仁寺举行2019新春吉祥
祈福灯会。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祈福灯会祈吉祥

2月12日，铁路民警在湖北省黄冈城际铁路
站引导到站乘客使用共享汽车。

春运期间，湖北省黄冈城际铁路站客流量
大。为应对客流高峰，方便旅客出行，武汉铁路公
安黄州车站派出所协同当地交通部门，在站场引
入电动共享汽车，引导有条件的乘客使用。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共享汽车服务春运

2月13日，在位于湖州市织里镇的浙江大祥
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车间内，技术人员在调试机器，
准备赶制新年后的第一批订单。该企业目前接到
的订单已排到6月底。

农历新年伊始，浙江省湖州市的众多企业就
已进入繁忙的工作状态，开始为新年新订单忙碌
起来，迎来新春“开门红”。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新春企业开工忙

新华视点

教育部去年底发布《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以来，
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下架。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App顶风作案，出现涉黄信息，有
些不良App换个马甲以公众号、小程序的形式链接游戏和商业广告，有的
学校暗示家长装App查分数看考卷，有的还有付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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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3 日电 近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从2019年开始，在职
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
工作。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
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

应用型转变。经过5－10年左右时间，
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
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
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
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
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
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

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方案》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新时代

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一是完善国家
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健全国家职业教
育制度框架，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水平；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二是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

准。完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狠抓教
学、教材、教师，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
神；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
训模式改革，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
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三是促进产教
融合。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
徒制经验，坚持工学结合；推动校企全
面加强深度合作，打造一批高水平实

训基地。四是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发
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
业教育；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做优职
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方案》要求，要加强党对职业教
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技术技能人
才待遇水平，健全经费投入机制。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