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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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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职业教育摆在教
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位
置。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服务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对
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
和培训体系，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
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促进就业和适
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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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教育改革组织实
施和相关保障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 将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发展同部署、
同落实、同考评。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
水平，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加强职业教育
办学质量督导评价。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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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报告：

“敌对的美中关系不符合
任何一方利益”

新华社华盛顿2月12日电 美国多名前政要和知名
中国问题专家12日在华盛顿发布报告说，美国应与中国
通过协商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敌对的美中关系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前驻华大使温斯
顿·洛德、 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17名美国前政要和中
国问题专家，合力撰写了这份名为《修正航向：向有效且
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进行调整》的报告。

报告认为，近两年来，美中关系一度陷入紧张，但两
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密切相连，对美国而言，一味打压和
遏制中国并非长久之计。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与中
国通过协商对话找到解决方案，否则将可能令“极端重
要”的美中关系受到“无法修复且本可避免”的伤害，“敌
对的美中关系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报告说，美国不应认为其国家利益一定与中国对合
理经济安全目标的追求背道而驰。随着中国经济、外交
实力增长，其国际影响力提升是自然而然的事，美国的
政策措施应尽量促进中国在全球层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有助于促进美中两国各自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

在经贸问题上，报告指出，美国应审慎思考相关政
策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避免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等领域
时采取“过度排他性政策”，避免美中关系“无法挽回地”
脱钩，以至于伤及自身经济和创新体系、全球供应链稳
定、全球经济增长等。

报告作者之一、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
任奥维尔·谢尔（夏伟）建议，美中两国应维护并完善多
年来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福祉与安全的现有国际体制。

这些专家强调，他们有责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帮助美中两国不至于走到敌对和对峙的一步。他们一致
认为， 美中应通过合作解决特定纷争和一系列全球问
题，“这扇门不能关上”。

� � � � 据新华社南极中山站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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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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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科考队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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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海燕
营巢于南极大陆及岛屿的山崖岩石缝隙中，
11月底至12月初产卵，繁殖期90天至100天。

张正旺的研究发现，天敌捕食、极端气候
和人为干扰是影响南极鸟类繁殖与种群发展
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减少
人为活动影响，是未来保护南极鸟类的关键。

我首次利用红外相机
自动监测南极雪海燕

� � � �图为育雏期间的成年雪海燕及雏鸟。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挺进欧冠1/8决赛，首回合较量在
曼联主场老特拉福德打响。赛前，巴黎
圣日耳曼球员难免忐忑———对手主场
堪称“梦剧场”，此前法国球队14次造
访老特拉福德， 从未在这里将胜利带
走。此外，大巴黎的“自家后院”也不安
生，内马尔、卡瓦尼、穆尼耶的因伤缺
阵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外忧内患”的情形，“逼”得大巴黎主
帅图赫尔“物尽其用”，调配最佳方案。本
场比赛，他坚定了“三中卫”的决心，派上
科雷尔、 席尔瓦和金彭贝； 马尔基尼奥
斯、维拉蒂组成双后腰；贝尔纳特与阿尔
维斯两个边翼卫则在进攻端寻求主动；
20岁的姆巴佩当然被委以“冲锋陷阵、终
结悬念”的重任。

大巴黎在欧冠1/8决赛阶段的“英伦
之旅”开局并不梦幻。开场后，曼联迅速
展开咄咄逼人之势， 大巴黎一度难以向

前，但球队倒也不急于进攻，耐心地与对
手周旋， 最大可能限制住博格巴和马夏
尔。上半场双方虽均无建树，但“个中滋
味”不同———于客队大巴黎而言，熬过半
场“无过便是功”；于曼联而言，上半场林
加德与马夏尔的相继受伤， 似乎为球队
带来“不祥之兆”。

下半场， 大巴黎终于迎来了自己
的“高光时刻”。第53分钟，迪马里亚开
出角球， 金彭贝迅速跟上近距离垫射
入网。这记破门来得酣畅，更富有“纪
念意义”，这是小将金彭贝打入的个人
职业生涯的首粒进球。而号称“娃娃脸杀
手”的姆巴佩延续神勇，在7分钟后破门
建功，打入个人第14粒欧冠进球，追平前
辈齐达内。曼联乱了阵脚，尤其是第89分
钟博格巴“两黄变一红”被罚下，10人曼
联已无力回天， 代理主帅索尔斯克亚遭
遇执教曼联以来的首场失利。

全场比赛， 不得不说图赫尔在布局
上做到力求完美。 而眼下的大巴黎全队

也变得更有整体感与执行力， 上半场能
“平稳蓄力”，下半场能“决胜反击”；面对
对手强大的主场氛围，依然淡定从容。“一
拿球就被嘘”的迪马里亚，当初从曼联的
“出走”让他成为本场比赛的另一个焦点。
本场比赛面对老东家“红魔”，迪马里亚的
高度专注令人动容， 几乎全场都被嘘声
掩盖的他被网友笑言“魔鬼中的天使”，给
出的两记助攻成了最有力的回应。

喜提首回合胜利与两球优势的巴黎
圣日耳曼， 将于3月7日在主场迎战曼联。
此前欧冠淘汰赛曾出现15次首回合客场
2比0取胜的情形， 结果首回合获胜球队
最终全部晋级。这个“魔咒”是延续还是被
终结，成了3周后摆在大巴黎与“红魔”之
间的又一场“大考”。

另一场欧冠1/8决赛中，意甲球队
罗马队主场以2比1战胜葡萄牙的波尔
图队，19岁的扎尼奥洛包揽了罗马队
的两粒进球， 成为欧冠历史上打出双
响的最年轻的意大利球员。

� � � �北京时间2月13日凌晨进行的欧冠1/8决赛首回合较量中，凭借下半场金彭贝与
姆巴佩的破门，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以2比0战胜“红魔”曼联———

“大巴黎”征服“梦剧场”

� � � � 新华社华盛顿2月12日电 据美国财政部
12日发布的数据，截至11日，美国公共债务总
额达到创纪录的22.01万亿美元。

关注美国财政问题的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
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在一份声明中指
出，过去11个月美国政府增加了1万亿美元债务，
公共债务迅速突破22万亿美元大关，表明美国财
政状况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在加速恶化。

彼得森表示，万亿美元量级的债务增长会导
致高昂的利息成本，这将给经济带来压力，使政
府难以为未来的重要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目前美
国政府平均每天要支付10亿美元债务利息，未来
10年需支付的债务利息将达到约7万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和
增加政府支出举措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和公共
债务迅速增加。数据显示，在去年9月30日结
束的2018财年，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
约7790亿美元，创2012年以来新高。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月发布报告估计，
从2022年起， 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每年都将超
过1万亿美元。 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将推动公
共债务稳步增长，预计到2029年，美国公共债
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到2049年该比例
将进一步升至约150%。

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
这一严重隐患。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去年11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在解决赤字
和债务问题方面“说了很多， 但缺乏实际行
动”。他警告，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可能会引发
下一轮美国经济衰退。

公共债务突破22万亿美元

会引发新一轮
美国经济衰退吗

整治之下
又现有害教育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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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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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准入门槛低
缺乏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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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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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微信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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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对违规App的处罚力度
多部门联动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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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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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广州2月13日电）

有害教育类App为何卷土重来
严厉整治之下

� � � �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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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嫦娥四号着陆器彩色全景图。 新华社发

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
再次进入月夜休眠模式

玉兔二号已行驶约120米

� � � �新华社上海2月13日电 节后连续三个交易日，A股
气势如虹，持续放量上涨，上证综指站上2700点整数位。

当日上证综指以2674.52点开盘， 全天震荡上行，最
终收报2721.07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49.17点， 涨幅为
1.84%。 深证成指收报8171.21点， 涨161.14点， 涨幅为
2.01%。创业板指数收报1357.67点，涨幅为1.91%。中小
板指数涨2.10%至5334.67点。

沪深两市个股继续呈现普涨行情， 上涨品种达3327
只，下跌品种为266只。不计算ST个股，两市约85只个股涨
停。板块概念方面，视听器材、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涨幅
居前，涨幅超过4%；农业综合、饲料是仅有的下跌板块。

当日， 沪深B指也随之上涨。 上证B指涨1.00%至
281.70点，深证B指涨1.62%至925.02点。

沪深两市成交持续放量，当日分别成交2071.25亿元
和2670.38亿元，总成交逾4700亿元。

A股放量上涨

沪指站上2700点整数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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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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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土
重
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