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观察

诚信建设万里行

中国新闻 2019年7月22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毕军 美编：杨薇A06 综合

■■■■■ ■■■■■ ■■■■■

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 记者
从有关方面获悉，中美双方正在落
实两国元首大阪峰会期间会晤达
成的重要共识。近期，美方宣布对

110项中国输美工业品豁免加征关
税，并表示愿意推动美国企业为相
关中国企业继续供货。有关方面
表示，已有有关中国企业根据国内

市场需要，向美国出口商就采购农
产品询价，并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相关规定，申请排除对拟采
购的这部分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的

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组
织专家对企业提出的排除申请进行
评审。据了解，为满足中国消费者
需要，有关中国企业有意继续自美

进口部分符合国内市场需求的农
产品。中方有关部门表示，希望美
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切实落实美方
有关承诺。

有关中国企业进行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公民同招”“民办摇号”能否缓解校外培训热？

相关政策显示，我国义
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是
为了满足多元化的教育需求
而生，是公办学校的有益补
充。然而，不少民办学校在
过度依赖生源竞争中逐渐

“变了味”。一些“国有民
办”，既占了国有资源的优
势，又享受民办的收费机制，
违背了义务教育阶段优质资
源均衡发展的初衷。

专家认为，随着意见发
布及后续各地落实细则的出
台，民办教育或将迎来发展
的分水岭。

“意见着眼于教育公平
和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整体
的质量。表面上看，对民办
学校的招生做了各种限制，
但归根结底是希望民办学校
不以‘掐尖’为目的，办出特
色，补位公办教育资源所不
及之处，回归育人本质。”王
治华说。

有受访校长认为，一部
分教学质量过硬、教育特色
鲜明的民办学校在今后依然
可以顺利发展，但原本一些
除了“鸡血”外别无特色的民
办学校，在失去“掐尖”资本
后或将面临较大压力。

上海市杨浦区开鲁新村
第二小学校长徐晶等受访专
家认为，如果意见中的相关
规定执行到位，将斩断校外
培训机构与个别民办学校间
的灰色利益链，进一步缓解
升学焦虑，让家长少一些“功
利心”和随大流的“不得已”，
为孩子选择更合适的教育。
当然，从长远来看，只有让百
姓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
多，让评价学生的“尺子”更
加多元，才是理想的图景。

（新华社上海7月21日
电 记者吴振东 俞菀 潘旭）

受访家长和教育界人士表示，意
见让公众看到了教育改革的决心，但还
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否则家长很容易
被校外培训机构“洗脑”“带节奏”。

受访家长普遍存在几个担心：第
一，民办学校会不会提前加大自主招
生力度，反倒催生更多“占坑班”，培
训机构出现所谓的“排位考”？第二，

“摇号”入学如何确保公平？第三，如
果辖区内公办学校教学质量较差，而
民办学校“摇号”又没摇上，面临调
剂，孩子岂不是没有退路？

“优质资源有限，这是现实。中
考择优录取的政策还摆在那里，所以

之前的很多政策可能治标不治本。
升学竞争压力大的本质没变，孩子该
学的总是要学。”杭州学生李明心的
妈妈说。

意见发布后，针对学生家长们的
疑虑，上海市教委和浙江省教育厅均
表示，将认真研究制定相关实施细
则，完善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制度。同
时，缩小校际发展差距，促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继续深化中考改
革，通过招考“指挥棒”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摇号入学，不是改革的最终答
案。”上海市闵行区马桥复旦万科实

验中学校长王治华说，规范民办学校
招生，操作上要防止“假同招”“假摇
号”等变通行为，防止民办学校变相
提前招生、变相考试入学、变相收集
简历等，要让“一边喊减负，一边先占
坑”的现象彻底成为过去。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
遵民说，对优质民办学校管理者来
说，电脑随机录取后，如何应对生源
变化、如何稳定教师队伍，都是必须
面对的现实课题。“新政策如果能促
进公办、民办学校各归其位，帮助每
所学校树立内涵发展意识，那义务教
育的整体质量就一定会提高。”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的意见》印发，明确提出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
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
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
录取。

多位受访者认为，意见出台具有
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释放了强烈信
号：民办学校“牛娃”扎堆的现象将得
到缓解，为了择校进民办而让孩子疯
狂培训的“鸡血”家长也会适当减少。

“我身边的很多家长，听说民办

要摇号了，本来打算暑假让孩子去学
奥数的，都推掉了。”杭州西湖区的学
生家长陆女士说。“民办摇号了，全家
都跟着轻松，孩子确实太累了。”上海
家长费先生说，已经给儿子退掉了报
的幼升小培训课程，仅保留了游泳和
绘画课，“以后即使再报班，心态也会
不一样。”

然而，意见实施细则毕竟还没落
地，培训班外接送孩子的队伍排起长
龙仍较为普遍。记者暑期走访了上
海、杭州的多家培训机构，他们的态
度均十分淡定，甚至给出了“泼冷水”

的观点：好的民办学校会加大提前招
生力度；学校只会拿出部分名额摇
号，个别“名校”甚至不参与摇号；还
有“转学插班说”，称只要学习够拔
尖，就有摇号外的入学机会等。

在上海某知名培训机构，记者正
巧赶上一场“家长讲座”。一位“资深
名师”告诉家长，千万不要有“摇号进
名校”的侥幸心理。“好学校都有不好
的班级，‘摇’进去后就会有分班考，
平时也要看成绩，你家孩子拖了学校
后腿，还是会把你赶出来，不然办学
质量怎么保证……”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
机录取”……近日中央出台的相关规定释放了重要信号。幼升小、小升初的培训班还要
不要上？“摇号”会不会带来新的不公平？记者在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走访调查。

“黑导游”“黑旅行社”让游客深恶
痛绝，又难以根除。上海正借助信息
化手段，加大力度整治“一日游”市场
乱象。

游客付先生此前通过“旅游在线”
（网址：http：//sht.qinxan.com）报名
参加上海苏州短途游，结果遭遇了旅
行社擅自变更行程安排，导游限制游
客人身自由，强迫购物等一系列糟心
事儿。接到这起投诉后，上海市文化
和旅游局执法总队执法人员与上海、
安徽两地文旅部门及通信管理部门
协作，该网站备案已被停止域名解
析，网站同时被纳入黑名单管理。

上海市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黑导游”“黑旅行社”在线
上打起“游击战”：越来越多的黑旅行
社通过异地注册网站、备案虚假信息
等不法手段企图规避监管部门的属地
管辖。这不仅给游客维权带来更大的
难度，也给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也是“黑导游”“黑旅行社”难以根除
的原因之一。以上海为例，截至2019
年7月，上海文旅部门与上海市通信
管理部门共关闭51家在上海市备案
的非法旅游网站。总队共向安徽省、
江苏省、河南省等文旅主管部门移交
51条非法旅游网站线索，9家非法网
站被彻底关闭。

在线下，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也
通过“层层转包”迂回牟利。上海文旅
部门在此前的飞行检查中发现这样一
起案例：在金茂大厦团队售票大厅的
多名导游所持的团队旅游行程单计划
凌乱、没有具体日程安排，甚至除了导
游名字更改不同，每份计划完全一
致。经过调查，上述导游均为一名无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石某招徕。石
某假冒杭州某旅行公司名义，将私自
制作的出团任务单交给25名导游，为
其私自招徕的1492名游客购买金茂
大厦团队门票，并收取团款，违法所得
人民币5000元；这些游客既难以发现
其中的猫腻，其权益亦无法得到保障。

应对这样的情况，上海通过进一
步推动旅游信息化，提高无法使用旅
游电子合同的“黑导游”“黑旅行社”的

“曝光度”。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
披露，自2018年起，文旅部门引导沪
上旅行社全面推行网签旅游合同，通
过指导各区综合运用通报、约谈、走
访、检查、“一对一”辅导等方式提升旅
游电子合同使用率。同时，规范导游
执业行为，确保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自上海启动“黑导游”“黑旅行社”
专项整治以来，截至今年5月底，上海
文旅部门共查办旅游违法案件435
起，罚没款总计人民币430.86万元，
其中涉及无证经营旅游业务案件21
起，均已作出行政处罚。

同时，上海文旅部门正加强引导，
通过线上线下举办主题活动，提醒市民
游客拒绝非法旅游小广告，理性选择正
规产品；并鼓励沪上旅行社做大正规

“一日游”旅游市场，增加产品供给。
（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记者陈爱平）

港版支付宝获批全国通用许可
新华社香港7月21日电（记者方栋）支付宝

日前宣布，旗下香港版“支付宝”AlipayHK已获
许可，其移动支付服务使用范围将由粤港澳大湾
区逐步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

支付宝表示，AlipayHK是首个在全国范围
开通服务的香港电子钱包，今后香港用户也能够
不带钱包游遍内地。

今年1月，粤港澳大湾区内数十万商铺向
AlipayHK用户开放。支付宝预计，全国范围内
千万家支持支付宝支付的商家很快将可以用Al-
ipayHK扫码消费。

据了解，AlipayHK的用户已超过200万，在
香港覆盖零售商户超过5万家。除了支付功能
外，AlipayHK还能够提供购买保险、区块链跨境
汇款、集印花等本地常用功能，并且正在推动用支
付宝技术来实现扫码过闸乘坐香港地铁，最快有
望明年实现。

北京2019年积分落户申报结束
超10.6万人申报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陈旭）记者21日
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北京市2019
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已于7月20日24时结束，共有
106403人参与申报。2019年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
人员名单将自10月15日起在首都之窗网站公示。
在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试行期间，2019年度落户规
模稳定在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

按照此前公布的2019年北京市积分落户工作
方案，共分为申报、审核汇总、审核结果告知、复核及
积分排名、公示及落户办理5个阶段，8月20日至8
月26日为审核结果告知阶段，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
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各项指标审核结果，对审核结
果有异议的，申请人可在该阶段提出申诉。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介绍，积分落户是一项长期
性、常规性的政务服务工作，是为长期在京合法稳定
就业居住普通劳动者的落户问题，开辟的一条公开、
公平的落户渠道。北京市积分落户工作是公益性服
务，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接受中介服务。

7月21日起布达拉宫参观
需提前一天预约

据新华社拉萨7月21日电（记者春拉）记者从
布达拉宫管理处获悉，7月21日起，世界文化遗产布
达拉宫实行客流限制，游人参观需提前一天预约。

布达拉宫管理处提示：“近期计划参观的游人
可通过布达拉宫官网预订（网上唯一购票渠道）和
现场预约两种方式预约参观。现场预约时，游客
需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前往预约，每人最多可
预约4人门票。预约窗口开放时间为上午8时至
预约券发放完毕。”

在钦州市龙门港连片万亩大蚝养殖基地，村
民在收取养殖的大蚝（7月20日摄）。

近年来，广西钦州市借助茅尾海天然港湾优
势，着力发展生态“蓝色粮仓”，大力建设海洋牧
场。目前已形成以七十二泾海域为中心的连片万
亩大蚝养殖基地5个，全市大蚝养殖面积达15.8
万亩，产量27.6万吨，产业综合产值近30亿元。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广西钦州建海洋牧场
打造生态“蓝色粮仓”

盛夏到圆明园赏荷

家长考虑退班，培训机构淡定

上海以信息化手段
整治“一日游一日愁”

“摇号”入学不应是最终答案

民办学校
或将迎来发展分水岭

A C

B

新华社成都7月21日电（记者陈
菲、熊丰）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会日前在成都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2018年以来，政法机构改革、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和政法各单位改革
统筹推进，重点改革任务中8项已经
完成，28项正在推进，2项正在深入研
究。政法领域改革进入系统性、整体
性变革的新阶段。

当前，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
行权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机制
不断健全，政法机关职能配置、机构设
置、人员编制持续优化。法院检察院
内设机构改革加快推进，公安部机构
改革任务全面完成，行业公安机关实
现重大体制性变革，司法行政机关重
新组建工作全部完成。

会议对下一步政法领域改革明确

了时间表，要求确保2023年前完成全
部改革任务。深化党委政法委改革、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等要确
保今年年底前完成；完善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推进民事诉讼制度改革
等要力争今年取得阶段性成果；建立
刑事侦查责任制、深化律师制度改革
等要尽早谋划。

全面深化政法领域改革，还将在

提高执法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上
步步推进：在市县公安机关建设执法
办案管理中心，建立程序严格、保障有
力、处罚慎重的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的阳光执法司法机
制，主动将执法司法全过程、全要素依
法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让暗箱操作
没有空间、司法腐败无处藏身。

“改革越往前推进，落实的难度

系数就越大。”中央政法委负责人表
示，要围绕改革目标当好施工队长，
以精细施工铸就精品工程，以精细过
程管理确保实现预期结果。同时，对
一些社会关注度高、敏感性强的重大
改革，要充分论证，必要时可先行试
点。要加大督察力度，及时发现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确保改革方向不
偏离、任务不落空。

重点改革任务中8项已经完成，28项正在推进，2项正在深入研究

确保2023年前完成政法领域全部改革任务

新华社沈阳7月21日电（记者
于也童）暑假期间，许多家长给孩子
报课外培训班充实假期。然而不少
家长却遇到培训机构没有办学资
质、夸张宣传、退费难等问题。沈阳
市消费者协会提示广大消费者，暑
假报名参加课外培训班应科学理
性，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警惕夸张宣传。暑假期间
培训班会发放大量广告，以特聘名
师、专家授课、价格优惠等为噱头进

行宣传。家长可通过试听，仔细了
解培训班的师资力量、教学水平、教
学环境及设施等是否与宣传一致，
不要冲动报名。

二要注意查看办学资质。报名
参加培训班前，要注意查看培训机
构有无教育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
证、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等资质证明。

三是要注意认真签订合同。签
订合同时，对培训班的授课时间、授

课内容、授课费用、遇事如何顺延、
如何退费等内容要详细了解；对培
训机构若出现更换老师，改变授课
地点，不能保证教学质量等违约行
为应承担什么违约责任了解清楚；
尽量要求培训机构将口头承诺写进
合同；并认真逐项查看合同条款，谨
防培训机构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

四是注意不要被“一次性交费
越多，折扣越大”诱惑，根据实际需

要合理选择交费方式，尽量选择周
期短、金额少的预付方式。

五是注意及时向培训机构索要
相关凭证并妥善保管，尤其要留心
查看凭证上收费单位与实际办学单
位是否相符。

六是注意及时维权。若权益受
损，要及时与培训机构沟通，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可携带相关证据到消
费者协会投诉，或直接拨打12315
电话投诉。

消协提示：

慎选暑假课外培训班 莫被夸张宣传忽悠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7月21日，游人在圆明园遗址公园观赏荷
花。炎炎夏日，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吸引众多市
民和游客前来观赏荷花。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