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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教育厅下发通知

严禁寒假教学外违规补课

一旦发现将进行严厉查处

江西省教育厅日前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严禁中小

学校和在职教师寒假期间违规补课

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紧盯每一个

重要时间节点， 推进违规补课治理

常态化、长效化。

通知明确， 除对高三年级的学

生，在坚持自愿和不收费的原则下，

可在寒假适当安排教学外（时间不

超过寒假

1/3

，恶劣天气不得安排教

学），全省中小学校（含民办中小学

校） 在寒假期间必须做到“三个一

律、三个严禁”，即一律不得组织学

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 一律不得举

办学科培训班、特长班、奥赛班、兴

趣班、提高班等，一律不得将校园、

校舍出租给其他教育机构举办各类

培训班；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

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违规补

课，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

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

委员会等组织的违规补课， 严禁在

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

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通知要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健全问责机

制，坚持从严执纪，对寒假违规补课

行为“零容忍”，坚决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对违规学校和

校长、教师，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工

作约谈、责令检查、诫勉谈话、行政

处分、 调离直至撤职和取消教师资

格等处理。

江西省教育厅将派出督察组开

展明察暗访， 对发现的违规补课学

校以及校长、教师，将责成属地教育

行政部门严肃处理并公开曝光；对

违规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

约谈并在省教育厅备案， 同时在当

年县级政府高质量发展教育考核中

记监管不力

1

次并倒扣分数； 对违

规的民办中小学校， 将约谈学校举

办者，情节严重的，给予缩减下一年

度招生计划、 停止招生直至吊销办

学许可证的处罚。

2018

年以来， 江西省教育厅开

展了中小学校违规补课专项整治行

动，通过上下联动、明察暗访、公开

曝光、严肃问责等方式，查处违规学

校

80

余所，清退违规收费

730

多万

元，处理相关责任人

96

名，有力遏

制了中小学违规补课乱象。 在最近

一次督察中， 江西省教育厅查处了

10

余起违规补课行为，对有多名教师

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的临川三小和万

载一小以及有违规补课、 违规招生行

为的分宜中学，分别给予校长、分管校

领导责令公开检讨、工作约谈、诫勉谈

话， 取消学校和违规教师当年评优评

先资格， 对学校和违规教师全市通报

批评，扣减违规教师绩效工资等处理。

（

据中国江西网消息

）

平面斜置式智能停车库示范

项目日前在重庆市南岸区的中国

智谷·重庆科创中心交付使用。这

种新的斜置式停车方式， 车主只

需要将车开上智能停车架， 停车

架就自动倾斜并停入车位， 全程

只需要

1

分钟左右。

中国智谷·重庆科创中心示

范项目的智能化停车库， 改造前

只能停放

24

辆小轿车，改造后能

够停放

40

辆小轿车，按照改造工

程项目测算， 平面斜置式智能停

车库在与传统停车库相同面积条

件下， 最少能够增加

40%

的停车

位， 最多能够增加到

70%

的停车

位。据中国智谷·重庆科创中心负

责人介绍， 平面斜置式智能停车

库相比传统停车库有占地面积

小、改造建设周期短、节约房屋层

高三大优势。

据示范项目负责人、 重庆盛

捷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自忠

介绍， 平面斜置式停车库系统全

部由该公司自主研发， 目前已经

取得了

19

项专利技术。 以其核心

产品平面斜置智能停车架为例，

搭载

12

个接近开关（感应器），

8

个测距雷达，可实现自动停车、避

障等功能。 按照设计，目前智能化

斜置式停车架能够在解决存量车

库新增车位问题的同时， 还可以

搭载新能源汽车使用的充电桩，

配合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停车位

的合理停放。

杨自忠表示， 下一步将引入

智能停车机器人， 未来驾驶员只

需将车辆停放在出入口交换平台

上就可离开， 有望实现整个停车

场的无人化运营。

（

据新华社电

）

重庆投用平面斜置式

智能停车库

《规范》明确，网络短视频平台

应当积极引入主流新闻媒体和党政

军机关团体等机构开设账户， 提高

正面优质短视频内容供给。 网络短

视频平台实行节目内容先审后播制

度。 平台上播出的所有短视频均应

经内容审核后方可播出， 包括节目

的标题、简介、弹幕、评论等内容。

关于审核员制度，《规范》提

出， 网络平台开展短视频服务，应

当根据其业务规模，同步建立政治

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的审核员队

伍。审核员应当经过省级以上广电

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审核员数量

与上传和播出的短视频条数应当

相匹配。 原则上，审核员人数应当

在本平台每天新增播出短视频条

数的千分之一以上。

《规范》明确，网络短视频平台

应当建立“违法违规上传账户名单

库”。 一周内三次以上上传含有违法

违规、重大违法内容节目的

UGC

（用

户原创内容）账户，平台应当将其身

份信息、头像、账户名称等信息纳入

“违法违规上传账户名单库”。

各网络短视频平台要对“违法

违规上传账户名单库”实行信息共

享机制，对名单库中的人员，各网

络短视频平台在规定时期内不得

为其开通上传账户。根据上传违法

节目行为的严重性，名单库中的人

员的禁播期分别为一年、 三年、永

久三个档次。

在内容方面，《规范》 明确，网

络短视频平台不得未经授权自行

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电

影、网络剧等各类广播电视视听作

品，不得转发

UGC

上传的电影、电

视剧、网络电影、网络剧等各类广

播电视视听作品片段。 在未得到

PGC

（专业生产内容）机构提供的

版权证明的情况下， 也不得转发

PGC

机构上传的电影、 电视剧、网

络电影、网络剧等各类广播电视视

听作品片段。

网络短视频平台应当遵守国

家新闻节目管理规定， 不得转发

UGC

上传的时政类、 社会类新闻

短视频节目，不得转发尚未核实是

否具有视听新闻节目首发资质的

PGC

机构上传的时政类、社会类新

闻短视频节目。

网络短视频平台应当建立未

成年人保护机制，采用技术手段对

未成年人在线时间予以限制，设立

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系统，有效防止

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

《细则》明确，损害国家形象的

短视频将被一律禁止。 包括篡改、

恶搞国歌，在不适宜的商业和娱乐

活动中使用国歌，或在不恰当的情

境唱奏国歌，有损国歌尊严，以及

节目中人物穿着印有党和国家领

导人头像的服装鞋帽， 通过抖动、

折叠印有头像的服装鞋帽形成怪

异表情等。

损害民族与地域团结的内容

也将被禁止。包括通过语言、称呼、

装扮、 图片、 音乐等方式嘲笑、调

侃、伤害民族和地域感情、破坏安

定团结的内容。

“宣传和宣扬丧文化、 自杀游

戏”，“展现同情、支持婚外情、一夜

情”等，由于属于宣扬不良、消极颓

废的“三观”，将被禁止。

《细则》 明确禁止展示淫秽色

情，渲染庸俗低级趣味，宣扬不健康

和非主流的婚恋观的内容。 包括“展

示和宣扬不健康的婚恋观和婚恋状

态”“宣扬和炒作非主流婚恋观”“展

示呻吟、叫床等声音、特效”等。

《细则》规定，网络短视频不可

侵犯个人隐私，恶意曝光他人身体

与疾病、私人住宅、婚姻关系、私人

空间、私人活动。破坏生态环境，虐

待动物，捕杀、食用国家保护类动

物等内容均不得出现在短视频中。

（

据

《

新京报

》）

网络短视频节目将先审后播

新规要求审核弹幕、评论等；短视频平台应设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系统

近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正式发布《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和《网络短视

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以下简称《细则》）100 条。

《规范》和《细则》针对网络视听领域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分别对开展短视频服务的网络平台以及网

络短视频内容审核的标准进行规范。《细则》明确了 21 类、100 项内容，“丧文化”“一夜情”“非主流婚恋观”等

都不得出现在短视频中。

先审后播，弹幕也要审核

将共享“违法违规上传

账户名单库”

短视频平台应设未成年

人家长监护系统

不得宣传“非主流婚恋

观”等内容

记者

1

月

9

日从外交部领事

工作媒体吹风会上获悉，

2018

年

我国与阿联酋、波黑、白俄罗斯、卡

塔尔

4

国缔结了互免持普通护照

人员签证协定，创历年数量之最。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郭少春介

绍， 我国现与

14

个国家实现全面

互免签，

15

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

予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待遇，

44

个国

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落

地签证便利。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

国公民可免签或落地签前往

72

个

国家和地区。

（

据新华社电

）

2018年中国公民

新增 4个免签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