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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多所乡村小学被曝未供暖

要闻

时事 A03

教育部予以回应

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
暴露出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在
工作层面还是存在问题。”教
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
育部对此高度重视，部领导做
出重要批示，要求迅速解决中
小学供暖问题。12月 5日，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已经向有关省份下发督办通
知单，希望有关省市能够高度
重视，迅速查明情况，迅速解
决问题，确保教育教学工作能
够正常开展。

“12月 5日，已有一些地方
承诺立查立改，承诺当天就能
解决孩子们的供暖问题。我认
为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
的作为。这件事反映出孩子们
的事情没有小事。希望地方基
层政府以及教育部门和学校能
够引以为戒，真正把孩子们的
冷暖放到心上，真正做到以学
生为本，保障学生的利益，从而
让孩子们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条
件下健康成长。”续梅说。

所涉小学已全部临时供暖
据人民网 12月 5日，中国
一直在零摄氏度以下，然而因
青年报题为《河北曲阳多所小学 为“煤改电”改造工程没有按时
至今未供暖》的报道引发了多方 完工，多所乡村学校都未能按
关注。当日下午 4时，曲阳县委 时供暖。记者在曲阳县齐村镇
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表示，下午 小口头小学采访时看到教室里
3时未供暖的 11所小学全部实 没有任何取暖设施，之前取暖
现了临时供暖，6日下午 6时将 用的燃煤炉子已经被拆除，已
实现电供暖。此外，县纪委已就 有不少小学生出现冻伤。
北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
此事成立专项调查组。
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河 求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对辖区内
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最低气温 中小学冬季取暖工作进行全面

检查。各级对于检查中发现的
未正常供暖、随意缩短供暖时
间、降低供暖标准、存在取暖安
全隐患的学校，要发现一所，整
改一所。对于因冬季取暖造成
严重问题的，要严肃查处，并追
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曲阳县委宣传部新闻科负
责人透露，县纪委已就此前 11
所学校未供暖的问题成立专项
调查组，追究其相关责任。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佳）

近日，有媒体曝出“河北多所乡
村小学被曝没有供暖，有小学
生出现冻伤状况”这一事件，昨
天，教育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予以回应称：希望地方政府
以及教育部门、学校能够引以
为戒，真正把孩子们的冷暖放
到心上。
“教育部注意到了媒体的
相关报道，我们十分心疼这些
孩子，也非常着急。这从侧面
■相关新闻

塞罕坝建设者获地球卫士奖

2018 届高校毕业生
预计达 820 万人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 电
（记者 胡浩）

记者 6日从教育
部获悉，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预计达 820万人，就业
创业形势复杂严峻。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01年
开始，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
数持续增长，2017届全国普通
高 校 毕 业 生 为 795万 人 ，比
2016年多出 30万。
在 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
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
表示，要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
道就业创业，努力实现更高质
量和更充分就业。
林蕙青指出，一是要唱响基
层就业“主旋律”，积极引导毕业
生到基层一线就业创业；二是
要服务国家需求“大舞台”，主
动向重点地区、重大工程、重大
项目、重要领域输送毕业生，引

导毕业生到高技术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就业创
业；三是要汇聚创新创业“新动
能”，细化完善创新创业学分积
累与转换、弹性学制管理等政
策，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场
地、资金、指导、服务等方面投入
力度；四是要下好统筹联动“一
盘棋”，建立健全高校区域布局、
学科专业、层次类型动态调整机
制，统筹推进各类型层次的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运用好社会资源
开展协同育人；五是要打造服务
保障“新格局”，广泛应用“互联
网＋就业”新模式，开展精准就
业对接，加强困难群体帮扶。要
严格落实就业签约“四不准”要
求，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
视，严密防范“培训贷”、求职陷
阱、传销等不法行为，切实维护
毕业生合法权益。

反间谍法实施细则公布
据新华社电 12月 6日新
华社受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间谍法实施细则》。
《反间谍法》所称“资助”实
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的间谍行为，是指境内外机
构、组织、个人的下列行为：向实
施间谍行为的组织、个人提供经
费、场所和物资的；向组织、个人
提供用于实施间谍行为的经费、
场所和物资的。
《反间谍法》所称“勾结”实
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的间谍行为，是指境内外组
织、个人的下列行为：与境外机
构、组织、个人共同策划或者进
行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的；
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的资
助或者指使，进行危害国家安全
的间谍活动的；与境外机构、组
织、个人建立联系，取得支持、帮
助，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
动的。
下列情形属于《反间谍法》

第七条所称“重大贡献”：为国家
安全机关提供重要线索，发现、
破获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案件的；为国家安全机关提供重
要情况，防范、制止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发生的；密切配合
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国家安全工
作任务，表现突出的；为维护国
家安全，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分子进行斗争，表现突出的；在
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
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
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下列情形属于《反间谍法》
第二十七条所称“立功表现”：
揭发、检举危害国家安全的其
他犯罪分子，情况属实的；提供
重要线索、证据，使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得以发现和制止的；
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司法机关
捕获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分子的；对协助国家安全机关
维护国家安全有重要作用的其
他行为。

▲塞罕坝美景。

上合组织网络反恐演习举行

荩 游客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
星湖景区游玩。
新华社发

新华社厦门 12 月 6 日 电
（记者 刘奕湛 郑良）
新华社内罗毕 12 月 5 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5日宣
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
得 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
誉——
—“地球卫士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
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塞罕坝
林场的建设证明，退化的环境
是可以被修复的，修复生态是
一项有意义的投资。全球环境
治理中，中国已成为最为重要
电

的领导力量之一。中国三代造
林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奋斗，
让贫瘠沙地变成绿水青山，也
获得世界赞誉。
塞罕坝林场位于中国河北
省北部，占地 9.3万公顷。由于
历史上的过度采伐，土地日渐
贫瘠，北方沙漠的风沙可以肆
无忌惮地刮入北京。1962年，数
百名务林人开始在这一地区种
植树木，经过三代人努力将森

林 覆 盖 率 从 11.4%提 高 到
80%。目前，这片人造林每年向
北京和天津供应 1.37亿立方米
的清洁水，同时释放约 54.5万
吨氧气。
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代表
陈彦娴在获奖感言里说，在当
下的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句话已经家喻户晓。塞
罕坝的故事印证的也正是这样
一个绿色道理。

根据上海
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
事会有关决议，上合组织“厦
门 -2017”网络反恐联合演习 6
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上合
组织 8个成员国主管机关代表
团及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代
表团参加。
此次演习模拟某国际恐怖
组织团伙成员逃窜到上合组织
各成员国，按照恐怖组织头目
指令，频频通过互联网散布恐
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信息，意图招募成员并实施暴力
恐怖活动，严重威胁上合组织地
区安全。在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
会的协调下，上合组织各成员国
主管机关展开联合行动，及时发
现了恐怖组织成员发布的宣传
煽动信息，并按照本国法律法规
开展信息处置、调查取证、情报
研判，查明了该恐怖组织成员的
身份和活动地点并实施抓捕，最
终成功消除了该恐怖组织的威
胁。据了解，此次演习是首次由
8个成员国共同参加的上合组
织地区反恐联合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