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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關注共享單車「「倒閉潮」採取措施防風險

南方日報：創作更多接地氣優秀作品

京「11．18」火災由地庫引起
死者均一氧化碳中毒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1日給內蒙古
自治區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的隊員們回
信，勉勵他們繼續扎根基層、服務群眾，
努力創作更多接地氣、傳得開、留得下的
優秀作品。《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
文章指出，中共十九大對繁榮發展社會主
義文藝作出重要部署，習近平總書記的回
信讓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受鼓舞，同時對貫
徹落實十九大精神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新

時代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
展道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注入
新的強大動力。
「人民需要藝術，藝術也需要人民」，習
近平總書記在回信中再次強調了以人民為中
心的創作導向。文章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
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以人民為中心，就
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
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
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

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
天職。進入新時代，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斷提
高，對文藝作品的需求和要求也在同步提
高。這就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跟上時代發
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
筆觸、優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創作出人民
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讓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不斷邁上新台階。
文章進一步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

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戮力同心、奮力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時代。繁
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必須更好構築中國精
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精神指引。廣大文
藝工作者要把弘揚中國精神作為社會主義
文藝的靈魂，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
製作精良相統一，加強現實題材創作，不
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
英雄的精品力作，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
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

小啟
由於版面安排原因，今日「神州大

地」暫停一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北
京市委宣傳部昨日發佈信息，大興「11·
18」火災起火地點和遇難者死因已確定，起
火部位為起火建築地下一層冷庫，遇難者死
因均係一氧化碳中毒。
北京市委宣傳部表示，經北京市公安消
防、刑偵部門會同屬地公安分局成立的聯合
調查組及相關專家調查勘驗：起火建築地下
一層，地上兩層，局部三層。已確定起火部
位為地下一層冷庫。經法醫檢驗，19名死者
的死因均是火災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
調查顯示，2016年3月，樊某某在起火建

築地下一層開始建設冷庫，近期冷庫正處於
設備調試階段，但進行設備安裝調試、保溫
工程施工等工作人員均無相關專業資質，上
述人員現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據北京市
衛生部門消息，截至昨日，火災中6名傷者
出院。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中央
紀委監察部官網發佈消息稱，遼寧省副省長
劉強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審查。
劉強生於1964年2月，遼寧法庫人，1986
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管理學博士學位。
現任遼寧省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
劉強長期在遼寧石油系統工作，曾任撫順

乙烯化工廠乙烯車間值班主任，撫順石化公
司副經理等職。2001年他升任中國石油撫順
石化公司總經理。翌年劉強任中共撫順市委
常委，此後歷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代市
長，市委副書記、市長。2008年，劉強任中
共撫順市委書記；2013年1月至今，他任遼
寧省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

遼寧副省長劉強違紀受查

兩岸四地大學榜 清華北大蟬聯三甲

京幼園疑涉虐童 針扎兼餵藥
多部門聯合調查 相關老師及保育員已停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

社及記者張聰報道，繼攜程

親子園事件後，又一宗疑似

幼兒園虐童事件在內地曝

光。有十餘名家長向媒體反

映，北京朝陽區紅黃藍幼兒

園（新天地分園）存在猥

褻、針扎幼兒，給幼兒餵

食、注射不明藥物等行為的

情況。據悉，該園此前曾多

次爆出負面新聞，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日從北京市公安機

關了解到，目前多部門正聯

合對此事件進行調查，是否

存在虐童及猥褻情況仍待調

查取證，涉事老師和保育員

已暫時停職，配合警方調

查。

據不完全統計，從2010年至
今，經媒體和網絡曝光的發生
在幼教機構的虐童或疑似虐童事
件，已超過60宗。涉事機構以
民辦幼兒園或私立托兒所、早教
園為主，其中多為資質不全或無
證機構。

而被曝光的虐童行為包括針
扎、毆打兒童，餵食病毒靈等

不明藥物，還包括猥褻幼兒。
此外，虐童事件多發於城郊

地區或城鄉交界地帶。以北京
為例，2015年被曝出的4宗幼
兒園虐童事件集中於昌平、石
景山、房山等城鄉接合部。
最近一期虐童事件是本月媒

體曝出的上海攜程親子園事
件，有看護幼童的工作人員存
在餵食孩子吃芥末、推搡孩子
至頭磕桌角等涉嫌虐待行為。

■來源：財新網

7年曝光逾60宗幼園虐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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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上海軟科昨日發佈「2017年中國兩岸四地
大學排名」，三甲高校與去年保持不變，
清華大學（北京）蟬聯兩岸四地第一名，
北京大學高居第二名，排名第三的是台灣
的清華大學（新竹）。香港中文大學則躍
升至第四名，浙江大學上升四位排在第五
名。排名6至10位的高校依次是香港大
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

復旦大學和台灣大學。
軟科專業從事高校數據研究和諮詢服務，這

是該排名自2011年問世以來第七次發佈，排
名展示了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香港特別行政
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領先的100所研究型大
學。2017年排名的對象有152所，其中內地
103所、台灣40所、香港7所、澳門2所。
據悉，兩岸四地大學排名採用了人才培
養、科學研究、師資質量和學校資源4大類

13項指標的指標體系。兩岸四地上榜高校
在具體指標表現上也各具優勢。
其中，科學研究方面，「科研經費」指

標表現上，清華大學在總量上領先一眾高
校；香港大學在科研經費的師均值上居於
首位。「頂尖論文」指標總量得分以及師
均得分最高的均為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
學的「國際論文」指標總量排名第一，台
灣陽明大學在師均表現上得分最高。「國

際專利」指標上，清華大學總量得分第
一，台灣清華大學師均得分第一。
師資質量方面，「博士學位教師比例」

指標上，台灣暨南國際大學和中正大學並
列第一；「教師獲獎」方面，香港中文大
學仍是兩岸四地唯一有教師在本校獲得諾
貝爾獎的大學。台灣中國醫藥大學成為今
年「高被引科學家」總量和師均表現最好
的高校。學校資源方面，清華大學在「辦學
經費」總量上居於兩岸四地大學首位；香港
中文大學在生均辦學經費上名列榜首。

昨日下午，幼兒園大門緊閉，有數名
家長在幼兒園門口等待，向園方了

解情況，並希望園方對家長關於孩子被
虐問題的質疑進行解釋。

家長發現子女身有針孔
一名姓魏的家長說，聽孩子說，中午
吃完飯老師就會發兩個白色的小藥片，
吃完睡覺，味道甜甜的。他發現孩子屁
股上有一個疑似針眼的結痂。一位在現
場接受採訪的孩子家長說，自己的孩子
3歲多，說中午吃完飯不少小朋友都吃
了兩個小藥片，但不是所有人都吃，針
也不是所有人都打。對於是否遭遇猥
褻，她說，自家孩子年幼，「無法確
定」。
據了解，在國際小二班上學的幼兒有
20人左右，共有3名教師、1名外教。22
日晚間在家長的微信群中陸續有家長稱
自家孩子出現問題，目前家長質疑的問
題主要包括：孩子身上發現結痂的針

孔，有孩子稱被老師餵食白色藥丸等。
朝陽區教委信訪辦有關負責人表示，

目前警方和教育主管部門正在調查此
事；涉事國際小二班的三位老師、保育
員已暫時停職，脫離與孩子接觸，並配
合警方調查；警方正在調查，已調取幼
兒園監控錄像。關於針孔問題，據其了
解，警方已約請了皮膚科大夫參與調
查。
昨日該幼兒園除涉事班級外其他班級

正常教學，涉事班級僅有個別孩子上
學。

其連鎖園屢曝虐童新聞
另據內地媒體查閱資料，成立於1998

年的紅黃藍教育註冊地是開曼群島，其
官網宣稱專注在0至6歲幼兒及兒童的早
期教育，已在全國300多個城市有1,000
多家園所，媒體報道還顯示，紅黃藍於
2017年9月27日在紐交所掛牌上市。此
前曾多次爆出負面新聞。例如今年4月，

位於北京大紅門附近的紅黃藍幼兒園被
曝老師虐待學生現象。而在此前，吉林
省四平市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曾轟動一
時。2016年該案一審宣判，4名幼兒園教
師分別被判刑。2015年11月末，10多名
在四平市紅黃藍幼兒園就讀孩子身上發
現大量疑似被針扎的傷痕，這些家長先
後到警方報了案，後來涉案的4名教師被
刑拘。除多次發生虐童事件外，河南鄭
州、山東濰坊的紅黃藍旗下幼兒園都曾
發生過突然關閉的事件。
事件在網上引發熱議，章子怡、伊

能靜等明星媽媽紛紛發微博指責紅黃
藍幼兒園的「虐童行為」。伊能靜表
示，如果有家長需要律師服務，她可以
承擔律師費用。對此，不少網友發文力
挺稱，紅黃藍幼兒園作為紐交所上市的
幼兒園，發生這樣的「虐童事件」實在
令人震驚，涉事老師可謂禽獸不如，希
望有關部門能夠盡快調查，嚴懲虐童教
師。

攜程親子園的虐童風
波尚未完全平息，北京
又有一家紅黃藍幼兒園

因同樣的虐童疑案上了風口浪尖，而這一次
家長的控訴更令人震驚：老師扎針、餵不明
白色藥片、脫光衣服罰站、甚至強迫圍觀猥
褻……如果是真，細思恐極。

目前，當地教委和警方都已介入調查，結
論尚不明確，但多名不同孩子的控訴幾乎眾
口一詞地一致，且多人身上都發現了被針扎
的痕跡，可見一切並非空穴來風。若從網上
搜索紅黃藍幼兒園，可以發現這家大型連鎖
幼教機構此前已有不止一宗類似指控，但最
後除了一些爆料帖被刪除，事件真相如何、
怎麼處理施虐者等問題都不得而知。

事實上，紅黃藍幼兒園此次事件不是個
例，近期頻繁爆發的幼教機構虐童負面事件

凸顯了當前內地幼托市場的「野蠻生長」：
巨額的商業利潤、龐大的幼師缺口，職業道
德的缺失、行業監管的缺乏，以及懲治措施
的不完善，使得此類惡性事件一而再再而三
地發生，觸動社會神經。

虐童案背後反映的深層次問題不能忽視。
行業要整頓、監管要加強、師資要培訓、
法治要厲行，多管齊下才能消除滋生此類
惡性事件的土壤。至於目前震動京城的紅
黃藍幼兒園虐童疑案，當務之急是釐清事
實、還原真相，不要像之前那樣不了了
之。這不僅是給孩童及其家長一個公道，
也是給遍佈全國 300 多個城市 1,000 多家園
所、已在紐交所掛牌上市的紅黃藍幼兒園
一個說法。幼兒園不是法外之地，太陽下
的黑暗不容被掩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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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內
地多家共享單車企業近期相繼倒閉，
大量用戶押金難以退回。中國交通運
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昨日在北京召
開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交通運
輸部高度重視，密切關注跟蹤有關情
況，聯合地方運輸部門以及地方政
府，提前採取措施，防止出現相關風
險。

用戶押金損失逾10億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8月發佈

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
告》顯示，截至目前，僅共享單車行
業的存量押金規模近100億元（人民

幣，下同）。公開消息指，目前，中
國有6家共享單車企業倒閉，造成用
戶押金損失逾10億元。
針對上述問題，吳春耕強調，交通

運輸部高度重視。一是密切關注跟蹤
有關情況，指導地方交通運輸部門，
在政府統一領導下，聯合相關部門妥
善應對處置，提前採取針對性措施，
防止出現相關風險。
二是交通運輸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

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人民銀行、
中國銀監會等有關部門深入北京、廣
州、成都、常州等城市，以及共享單
車運營企業和自行車製造企業進行調
研，全面了解掌握有關情況。在深入

調研的基礎上，交通運輸部將會同有
關部門系統分析行業發展存在的問
題，在《關於鼓勵和規範互聯網租賃
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頂層設計的
政策框架下，研究制定相關配套政策
措施，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保護
消費者利益，促進行業健康有序發
展。
業內專家稱，共享單車滿足了國人

短距離出行需求，在緩解城市交通擁
堵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促進共
享單車市場的健康發展，政府管理部
門應加強監管。對於已經出現的押金
問題，應盡快拿出具體應急處理方
案，保護用戶合法權益。

■■在北京朝陽區紅黃藍幼兒園在北京朝陽區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新天地分園））門口門口，，有有
家長向媒體哭訴孩子被虐問題家長向媒體哭訴孩子被虐問題。。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昨日昨日，，家長在涉事幼園門口聚集家長在涉事幼園門口聚集，，希望獲希望獲
得園方回應關於孩子受虐待問題得園方回應關於孩子受虐待問題。。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截至目前，僅共享單車行業的存量押金規模近100億元
人民幣。 資料圖片

幼稚園不是法外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