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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設師德底線 嚴懲越線者
關注性侵體罰事件 建立長效考核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道，校長性
侵幼女、教師體罰學生等事件，引發了公眾對教
師素質問題的廣泛關注。針對此情況，教育部相
關負責人昨天透露，今年內將出台教師師德考核
評價規定，為師德劃出「紅線」
，越線教師將受
到嚴懲。

昨 部教師工作司司長許濤表示，被曝光師德淪喪的教
天，在北京2013年教育督導與評價研討會上，教育

師都是教師隊伍中的敗類。全國現有教師1442萬人，絕
大多數教師都是教書育人的楷模。對於嚴重違背師德的
行為，教育部堅決反對，並將積極配合相關部門工作，
依法嚴懲，將這些人清理出教師隊伍。
許濤表示，今年教育部將在大力宏揚教師高尚情操的
基礎上，建立教師師德長效機制，出台相關文件，劃出
師德「紅線」
。據透露，該文件將對教師違反師德規定的
行為提出明確界定，建立教師師德考核評價規定。教師
如有從事有償家教、體罰學生、違反教育規律增加課業
負擔等行為，都將依照文件規定受到處罰。而性侵女童
是違法行為，已不能簡單定性為有違師德。許濤表示，
通過此舉「用高壓態勢守住師德底線」
。

京研打破教師資格終身制
目前，教育部已在浙江、湖北等省市試點教師資格定

■上月，海南省萬寧市某小學校長帶6名小學女生開房一事，
在內地教育界引發軒然大波。
資料圖片
期認證註冊制度。教師需參加職業考試，持《教師資格
證》上崗；並且每隔5年進行一次認證和註冊，從師德、
教育教學能力和水平、參加繼續教育的時間和質量等方
面綜合考核，其中對師德實行一票否決制。
昨天，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導室主任線聯平透露，從今
年起，本市將把教師隊伍建設列入教育督導範圍。目
前，北京已開始研究教師資格定期認證註冊制度，計劃
實行《教師資格證書》和《北京市新入職教師職業培訓
合格證書》制度，逐步打破教師資格終身制。同時，實
行統一的中小學教師編製標準，建立統一的職務（職稱）
系列，完善聘用合同管理制度，全面推進教師職務評聘
結合。

■安徽小學校長性侵9女童被捕。
網上圖片

師資隊伍滿意度調查得分統計表
題目

2009

2010

2011

2012

師生關係

84.4

84.5

86.5

87.0

教師與家長的溝通

80.4

80.5

82.1

84.1

及時指導和幫助學生

72.1

72.4

74.0

75.3

教師是否有體罰和變相體罰行為

90.9

92.5

93.0

94.2

教師工作態度(責任心)

83.9

84.8

86.2

86.3

教師的教育水平

78.7

79.4

81.1

82.0

師資隊伍

77.0

82.4

83.9

84.8

南昌關停30家皮蛋加工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14日以來，江西省南昌
縣部分企業被曝生產用工業硫酸銅醃製的「毒皮蛋」引
發關注。南昌縣宣傳部門指，目前該縣已封存使用硫酸
銅工藝企業未出廠皮蛋產品，待送檢結果出來後，將通
過媒體進行及時公佈，南昌縣已緊急關停30家持有生產
許可證的皮蛋加工企業。
前日，中央電視台《朝聞天下》
、《新聞30分》等欄目
曝光江西省南昌縣幾家禽蛋加工廠使用工業硫酸銅醃製
皮蛋。節目播出後，皮蛋安全問題引起民眾廣泛關注。
南昌縣宣傳部門稱， 對全縣所有皮蛋加工企業進行一
特刊 ■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劉坻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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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福地數安康，相守硒峰品紫陽。位於陝西省安康市的紫陽縣，地處漢江
上游，大巴山北麓，是中國有名的「硒谷」
，這裡出產的茶葉也因富硒而成為
世界上第一個通過科學鑒定的特種保健功效優質綠茶。
業的企業越來越多，盤龍茶業、閩秦茶業和和
平茶業便是其中的優秀代表。
盤龍茶業的領軍人物孫洪軍，人稱「茶
癡」
，2004年辭掉公務員開始做茶，「吃飯睡
覺走路無時無刻不在想 茶，做夢都是茶」
。
憑 對事業的熱愛，盤龍茶業從十來台機械、
三五個人的小廠，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迅速發展
壯大為年產值過億，集生產、科研、銷售及茶
文化綜合開發為一體的現代化農業企業，其生
產的紫陽毛尖、高香綠茶屢獲國內外大獎。他
們的目標是打造中國富硒茶第一品牌。
閩秦茶業經理陳瑛麗原為福建省蓮峰茶葉研
究所書記，但因對紫陽茶葉情有獨鍾，2000
年，他傾其家資來到紫陽，成立閩秦茶業公
司，憑 一身絕技開始施展茶人抱負。2004
年，該公司生產的「紫陽翠芽」榮獲第四屆國
際名茶評比金獎；2010年，閩秦牌紫陽富硒紅
茶又榮獲全國第二屆「國飲杯」名優茶評比一
等獎。目前，該公司正在研製紫陽富硒白茶，
不久將投入生產。
和平茶業的領軍人物曾朝和被稱為「紫陽茶
王」
，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紫陽毛尖傳統製
作技藝的唯一傳承人。其茶廠生產的「和平」
牌翠峰茶、毛尖茶已成為享有盛名的紫陽富硒
茶的典型代表。建廠20多年來，和平茶廠利用
紫陽富硒茶優秀的自然資源加上科學嚴格的加
工製作，保證了產品的卓爾不群，其品牌聞名
遐邇。如今，和平茶廠生產的產品已銷往美
國、俄羅斯、日本、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今年
年初，俄羅斯聯邦布里亞特國立大學還在紫陽
與和平茶廠簽署了合作協議，就茶業人才培
養、科學研究、生產加工等領域進行合作。
紫陽富硒茶，正朝 世界的方向，綻放其獨
特的芳香。
作者：余興福
特
級
毛
尖
■美國夏威
夷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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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鎮作假 產值22億變85億

次拉網式排查；對涉及使用硫酸銅工藝的企業，有許可
證的立即停產整頓，無許可證的一律取締。
此外，對使用硫酸銅工藝企業未出廠皮蛋產品一律封
存，硫酸銅原料全部收繳；對發現收繳的硫酸銅原料全
部收繳並送權威部門檢測；對使用硫酸銅工藝企業生產
的皮蛋產品進行送檢。
目前，南昌縣已緊急關停30家持有生產許可證的皮蛋
加工企業，其餘無證企業還在繼續排查。
南昌縣官方通報稱，「待送檢結果出來後，將通過媒
體進行及時公佈，並依法進行處理。」

紫陽富硒茶是歷史文化名茶，在唐代即為宮
廷貢品「每歲充貢」
，在清代屬全國十大名茶
之一。據史料記載，東漢末年，佛教傳入紫陽
時，紫陽茶和紫陽茶文化便開始萌芽並逐漸興
盛。僧侶坐禪講經由於佛規而不能飲酒，飲茶
提神醒腦是最好的辦法。寺院來客不敬酒只敬
茶，這種待客方式先被民間接受，進而傳入官
府。此後，為進貢而興植的茶園就陸續產生，
其規模不斷增大。
千百年來，紫陽茶長盛不衰，清代興安知府
葉世卓寫下「自昔嶺南春獨早，清明已煮紫陽
茶」的詩句，便印證了它的輝煌。由於風味獨
特，紫陽茶後來不僅作為宮廷官吏享用的天然
飲料，也成為一種生活必需品陸續進入西北少
數民族地區的日常飲食之中。
紫陽茶葉的流芳百世離不開大自然的饋贈。
紫陽縣境內山清水秀，生態環境優美，內地少
有的天然富硒環境賦予了紫陽茶葉天然富硒的
特有品質。硒是人體生命必須的微量元素，可
有效改善人體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中國營養
學會將其列為人體必需的15種營養素之一。據
考證，紫陽茶平均含硒0.6530PPM，最高值為
3.8536PPM，為目前國內外已知最高最佳水
平，常飲紫陽茶對人體補硒，提高飲茶者健康
水平具有明顯效果。
由於保健功效獨特，1989年，紫陽茶葉成為
世界上第一個通過科學鑒定的富硒茶，並於
2004年獲得「國家原產地域保護產品」稱號。
2012年6月，紫陽富硒茶又榮登中國十大富硒
品牌榜榜首。
在大自然慷慨饋贈的同時，勤勞質樸的紫陽
人也傳承了紫陽茶的興盛和發展。如今，紫陽
縣政府大力扶持茶產業，積極創建「全國富硒
綠茶產業知名品牌示範區」
，縣內從事富硒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
時報》報道，北京市政府教
育督導室主任線聯平透露，
最近4年，學生、家長對北
京師資隊伍的滿意度大幅提
高。
綜合分析，4年來入戶調
查結果，北京市學生和家長
對師資隊伍的總體滿意度逐
年提高，從2009年的77分提
高到2012年的84.8分。最近4
年，學生、家長滿意度最高
的一項是「教師是否有體罰
和變相體罰行為」，而對於
「及時指導和幫助學生」的
滿意度一直處於七十幾分的
低位。
線聯平表示，北京市將首
次引入學生、家長和社會的
監督評議，計劃年內制定出
教師隊伍督導的指標體系，
引導教師重視品德教育。建
立健全教師專業能力建設長
效機制，探索不同類別學校
的薪酬制度，調動廣大教師
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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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將於 6月26日刊出，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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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國土房管局正調查民國建築
■穗國土房管局正調查民國建築
被偷拆事件。
被偷拆事件。
本報廣州傳真
本報廣州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
穗民國建築被連夜偷拆後，廣州市國土
房管局日前在官方微博上表示，開發商
是在未取得拆遷許可延期的情況下拆除
房屋，該局目前正在展開調查取證。同
時將加強與廣州市規劃局、廣州市文廣
新局等相關部門的溝通，依法依規從速
處理。
根據廣州市規劃局2012年5月18日
《關於暫緩拆除越秀區詩書路兩處建築
的函》
，廣州市國土房管局於去年5月25
日通知翠樺公司暫緩對詩書路69號之
一、金陵台2、4號和妙高台1、3號房屋
的拆除，8月20日對翠樺公司拆遷延期
手續作退案處理，並建議該公司向廣州
市規劃局申請明確規劃紅線範圍後，再
申請拆遷延期。此外，穗越秀區今年1
月將金陵台列為廣州市歷史建築（第一
批）推薦名單內，而廣州市規劃局針對
金陵台的評審尚未結束。
2007年，廣州市翠樺置業有限公司以
3.16億元，高出底價137%的價格拍得金
陵台、妙高台所在的地塊。此後，開發
商便 手進行拆遷工作，但因在拆遷賠
償安置的問題上與居民沒有達成共識而
受阻。

罕見40年代民國建築
由於妙高台和金陵台地塊位於海珠中
歷史文化街區的核心保護範圍內，穗國
土部門通知施工方暫緩拆遷。經過廣州
大學嶺南建築研究所考察後表示，金陵
台和妙高台是上世紀40年代的象徵主義
風格建築的見證，興建於抗戰後百廢俱
興的歷史背景更顯難能可貴，此類建築
目前在越秀北尚存幾棟。但「暫緩令」
並沒有阻止該建築被開發商在端午節假
期間，被連夜偷拆。廣州市規劃局則對
此事表示強烈的譴責，對該棟專家認為
有歷史文化保護價值的民國建築被拆毀
感到痛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國家統計
局14日在其官方網站曝光廣東省中山市橫
欄鎮在工業企業統計上弄虛作假。目前，
有關地方和部門正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和
國家統計局的要求，落實對有關責任單位
和人員的處理工作。
國家統計局統計執法檢查室對廣東省中
山市橫欄鎮統計弄虛作假等問題進行了核
查，發現橫欄鎮工業企業統計存在嚴重違
反統計法律法規等問題：
聯網直報企業名錄不實。橫欄鎮納入聯
網直報的工業企業有249家，經抽查73家企
業發現，38家企業實際屬於規模以下工業
企業，19家企業已倒閉。
編造虛假數據。橫欄鎮辦公室工作人
員，先編造出虛假數據，然後以企業名義
採用電話撥號上網方式將虛假數據填入企
業調查表並上報。
工業統計數據嚴重失實。核查71家工業
企業發現，經科局編報2012年年報工業總
產值85.1億元，初步核實為22.2億元，虛報
62.9億元。

眉山近400學生初診為腹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四川省眉
山市東坡區委宣傳部表示，13日下午眉山
映天學校部分學生出現嘔吐、乏力、發燒
等症狀。期間，被送往醫院治療的該校學
生達386名，經醫療和疾控專家初步會診判
斷為感染性腹瀉。至今，具體原因目前還
在進一步調查中。
據悉，眉山映天學校於13日下午，收到
醫務室反映部分學生出現嘔吐、頭昏、發
燒等症狀後，學校立即將學生送往眉山市
人民醫院診治。
期間，送往醫院治療的學生患者共386
名，其中231人醫學觀察。眉山市教育局相
關負責人表示，發病患者是該校幼兒園、小
學、初中部的學生，其中有20多名中考生。
事發後，眉山市委、市政府組成了醫療
小組，全力救治入院學生，並派駐醫療小
組進駐學校，對留校學生進行觀察。
目前，眉山市衛生局、食品藥品監督局、
疾控中心等相關部門已對學校食堂飯菜留樣
封存取樣、檢測。經省、市、區三級疾控醫
療專家會商，初步診斷為感染性腹瀉，發病
具體原因目前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最大內陸淡水湖 蓄水量十年降近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於「入不敷出」
，
中國最大內陸淡水湖博斯騰湖不斷「瘦身」，湖區蓄
水量十年減少了45億立方米，意味 這個湖泊的蓄水
量十年下降了近一半。
來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最新監測數據顯
示，博斯騰湖水位高度已由2002年的海拔1049.39米，
下降到1045米的最低水位警戒線附近，水位下降4米以
上。監測數據還顯示，由於來水量持續減少，湖區水
域面積也由1262.3平方公里萎縮至目前的800多平方公
里，蓄水量減少了45億立方米，接近這個湖泊十年前
蓄水量的一半。
博斯騰湖流域的開都河、孔雀河水資源開發利用已
遠遠超過當地水資源的承載能力：每年注入博斯騰湖
的水量不過30億立方米左右，流域內用水量則遠遠大
於來水量。近年來，水利部門曾先後十餘次從博斯騰
湖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態輸水達27.9億立方米，更導致

■中國最大內陸淡水湖博斯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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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區水量入不敷出。此外，博斯騰湖的主要水源補給
來自開都河，但自從這條河流上游建好水庫之後，來
自天山的冰雪融水就有所減少，也加快了湖區水位下
降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