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知》明確，中小學生原則上不得將
個人手機帶入校園。確有需求的，

須經家長同意、書面提出申請，進校後應
將手機由學校統一保管，禁止帶入課堂。
學校要將手機管理納入學校日常管理，制
定具體辦法，明確統一保管的場所、方
式、責任人，提供必要保管裝置。應通過
設立校內公共電話、班主任溝通熱線等途
徑，解決學生與家長通話需求。

濫用電子產品非教育創新
《通知》還提出，不得使用手機布置作

業或要求學生利用手機完成作業。對此，
熊丙奇表示，有的學校把電子產品作為教
育創新，很多老師依賴電子產品布置作
業，作業App、小程序也隨之氾濫，其實
這並非教育創新。
熊丙奇表示，學校必須將規則細化。如何

處理擅自帶手機進校園的學生，教育部門還
應提出更明確的規定，必須賦予學校和老師
相應的處置權。否則，若管理權責不清晰、
安全責任界定模糊，學校在具體落實時，會
遭遇執行難問題。
南京市第九中學校長張恒柱表示，學校
有效管理學生手機，可通過管理、診斷、
教育三步法。首先通過家長、學生、教師
三方一起制定手機管理制度。學校還可通
過開展豐富的活動，給孩子提供比較合適
的壓力宣洩渠道。必要時還要進行個案診

斷，以便增加教育引導的針對性和實效
性。另外，教育方法要入情入理，讓學生
真正意識到過度使用手機的危害性和加強
管理的必要性。

家長讚政策及時
「這個政策非常及時。」北京的小學生

家長張先生表示，「在手機的誘惑下，許
多中小學生成了網癮少年。如確有需要，
戴電話手錶，獨自上學有定位，可電子支
付，上課開啟防打擾功能即可。當然，作
為家長，也要做好孩子的引導工作。」
亦有家長讚好禁止使用手機布置作業的

規定，「打卡拍照讓人不勝其煩。同時，
作業強制『雲端』化還會滋生未成年人的
『手機依賴症』，在做作業時段，孩子有
了『正大光明』的理由抱着手機，無疑會
加大家長監管的難度。不用手機布置作業
不僅對孩子有幫助，對家長來說也是一種
解脫。希望這項政策能得到切實執行。」
《通知》強調，學校要通過多種形式加

強教育引導，讓學生科學理性對待並合理
使用手機，避免簡單粗暴管理行為。各校
要做好家校溝通，家長應切實履行教育職
責，形成家校協同育人合力。
對此，熊丙奇表示，學生沉迷手機的原因

還來自於社會和家庭，這不是靠學校禁令就
能解決的，需要進行綜合治理。學校、家長
的正確引導，加之政府部門對網絡產品的管

理，多管齊下。對此，張先生表示贊同。他
認為，作為家長應多與孩子溝通，並妥善管
理孩子的上網時間。「我會給手機設置兒童
鎖，同時為孩子普及網絡安全知識，防止其
受到網上不良信息的影響。」

多國擁有類似法令
據悉，管控中小學生在學校使用手
機，已成世界共識。意大利、法國、德
國、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已通過立
法或者其他形式明令禁止學生將手機帶
進校園或者課堂，芬蘭則禁止向初三以
下的學生銷售手機。

●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帶入校園

●確有需求的，須經家長同意、書面提
出申請，進校後應將手機由學校統一
保管，禁止帶入課堂

●學校應將手機管理納入學校日常管
理，細化管理措施

●設立校內公共電話等，解決學生與家
長通話需求

●不得用手機布置作業或要求學生利用
手機完成作業

●加強教育引導，避免簡單粗暴管理行
為

●做好家校溝通，形成家校協同育人合
力

●強化督導檢查，及時解決學校手機管
理中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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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限中小學生帶手機上學
禁學校用手機布置作業 專家籲社會合力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針對手機進校園引發的諸多

問題，教育部1日發布《關於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稱

《通知》）提出，為保護學生視力，讓學生在學校專心學習，防止沉迷網

絡和遊戲，中小學生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帶入校園。同時，要求學校不

得使用手機布置作業或要求學生利用手機完成作業。對此，家長們紛紛表

示贊同。對於如何落實相關工作的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這項工作需要系統治理，學校、家長和社會要

合力培養學生的自主管理能力，以防出現校內治理、校外放縱的問題。

央視
快評 推進冰雪運動 奮鬥成就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冬奧會是我
國重要歷史節點的重大標誌性活動，
是展現國家形象、促進國家發展、振
奮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機」。2021年伊
始，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北京冬奧會、
冬殘奧會籌辦工作，再次點燃冬奧熱
情。央視發表快評指出，過去幾年
裏，以申辦冬奧會成功為契機，我國
冰雪運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
會，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發展成績。但
從整體看，中國體育還是「夏強冬
弱」，中國冬季運動「冰強雪弱」，
冰雪運動還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北

京冬奧會為推進中國冰雪運動發展提
供了難得的契機，吹響了冰雪運動大
發展的號角。
快評續指，北京冬奧會的109個小項

中，此前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項目在國內未
開展。在北京冬奧周期，109個小項的國
家隊、集訓隊全部組建完畢。我們要充分
利用這一重大體育賽事，抓重點、補缺
項、強弱項，既要在傳統冰上項目上爭金
牌，又要在雪上弱勢項目上求突破，把競
技體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強。
快評進一步指出，立足當下，更要放

眼長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籌辦冬

奧會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參加冰雪運動，
實現3億人上冰雪的願望。」我們要將
舉辦重大賽事同服務全民健身結合起
來，一手抓硬件，在群眾身邊興建更多
冰雪場地，改變冰雪運動「不出山海
關」的局面，以「北冰南展西擴東進」
開拓出更廣闊的發展疆域，帶動更多群
眾走向冰場、走進雪場；一手抓軟件，
興辦各種賽事活動，讓更多市場主體參
與進來，促進冰雪產業與相關產業深度
融合，推動我國冰雪運動跨越式發展。
快評最後指出，冬奧夢交匯中國夢。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深刻指出：「普及

冰雪運動，增強人民體質與中國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也是契合
的。」體育是綜合國力和社會文明程度
的重要體現，能為經濟社會發展增動
力、添活力。在籌備冬奧會的過程中，
培育壯大冰雪產業助力脫貧攻堅；群眾
體育促進全民健康，進而實現全面小
康；體育交流推動「一帶一路」沿線文
明交融……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的特殊歷史節點上，冬奧會的舉辦
必將進一步激發中華兒女澎湃的愛國熱
情和昂揚的奮鬥激情，為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注入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
報道）2月1日，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8K超高清電視頻道試驗開播，實現
全球首次8K超高清電視直播和5G
網絡下的8K電視播出。在本月的
牛年央視春晚，以及2022年北京冬
奧直播中，該技術都將得到應用。
中宣部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台長慎海雄出席開播儀式，並與
各大電信運營商負責人共同開啟總
台8K超高清頻道播出試驗。近
年，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力推進
8K超高清電視科技創新，在編制
發布相關技術標準的同時，抓緊推
進8K超高清電視頻道的播出試
驗。
值得一提的是，3年前當4K視
頻初步應用時已實現超高清分辨
率，今次8K電視直播每幀畫面分
辨率更是能達到4K視頻的4倍，
畫質音質全面超越4K視頻。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開播儀式現場看到，
播出的動物纖毫畢現，「一枝一葉
總高清」，畫面清晰度相當高。

首採中國研發視頻編碼標準
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編務會議成

員姜文波介紹，此次試驗首次採用
中國自主研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AVS3視頻編碼標準，為中國
8K超高清電視傳輸分發及終端呈
現系統設備國產化打下了堅實的基
礎，標誌着中國已走在世界超高清
電視發展的前列。
在11日的除夕夜，多位港澳台

明星將參加央視春晚，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屆時將通過8K超高清電視
頻道對春晚進行直播。按照此前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的發展規劃，8K
電視直播將於北京冬奧會前開播
8K頻道，並實現從內容生產到編
播的全流程8K超高清規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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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開辦企業便利度排名
出爐。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昨日公布
《2019年度廣東各市開辦企業便利度評

估報告》。評估顯示，廣東省各市開辦
企業便利度前5名城市分別為廣州、深
圳、佛山、東莞、江門。香港文匯報記
者獲悉，為更便利港澳投資者赴粵投
資，廣東計劃將港澳投資者公證文書簡
化制度推行到全省，這意味着未來港商
赴粵投資將可享受更便利服務。
「公證文書是港澳投資者的身份認

證文件，我們正努力簡化港澳投資者
所需準備手續和文件。」廣東省市場
監管局許可註冊處副處長廖俊君告訴
香港文匯報，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是
目前廣東企業登記註冊的重要改革方
向，其中包括簡化港澳投資者來廣東
投資的手續。目前公證文書簡化制度

已經在深圳、東莞和廣州南沙三個地
區試點運行，該措施將有望擴大到廣
東全省範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過往香港

企業在內地辦理營業執照，需要提供
繁多的公證文書，而且每本文書都很
厚，還需要進行翻譯，費時費力。東
莞、深圳和廣州南沙在試點香港公證
文書簡化版改革後，企業只需要提供
最核心內容的幾張文書，就能進行登
記，手續更簡單。

探索全程電子化商事登記
「我們還希望探索港澳企業通過全

程電子化方式離岸辦理商事登記，將

傳統的紙質文書轉遞改為跨境信息傳
遞。」廖俊君說，廣東正爭取國家司
法部支持公證文書簡化版的「網上
辦」，目前正在進行信息跨境傳輸的
系統對接和測試，現時已和港澳登記
註冊部門有密切合作。「我們未來將
進一步深化和港澳的規則對接，業務
對接、系統對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截至2019年
12月，廣東開辦企業需企業登記、公章
刻製、申領發票3個程序，平均耗時
2.87天，成本為刻章費用，平均約300
元人民幣，無最低實繳註冊資本限制，
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粵擬普及港澳投資者公證文書簡化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布，紀
檢監察機關去年共立案61.8萬件，處
分60.4萬人；共有1.6萬人向紀檢監察
機關主動投案，6.6 萬人主動交代問
題。
有廉政專家認為，中共十九大後，問
題官員主動投案或投案自首的現象變得

越來越頻繁，甚至成為反腐的一個新動
態，凸顯中央持續高壓反腐態勢形成的
強大震懾。
2018年7月31日，中央紀委國家監
委網站通報，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艾
文禮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投案自
首，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
查和監察調查。這是中央紀委國家監

委網站在對外發布中管幹部審查調查
消息中首次使用「投案自首」這一表
述。此後，主動投案的中管幹部包括
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鐵、雲
南省委原書記秦光榮、中華全國供銷
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劉士余、青海省
原副省長文國棟、江蘇省政法委書記
王立科等。其中文國棟、王立科為去

年主動投案的中管幹部。
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毛昭暉指出，十九大後，中國
通過制定留置措施、擴大監察對象等一
系列監察體制改革，提升了紀委監委的
辦案能力，也使得一些問題官員，不再
心懷僥倖之心，折射出反腐敗高壓態勢
及取得的卓著成效。

高壓反腐震懾力強 去年1.6萬官員主動投案

●佛山率先推出港澳商事E點通，開啟
灣區開辦企業新便利。圖為佛山市行政
服務中心註冊登記窗口。 受訪者供圖

●8K電視畫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通知通知》》提出提出，，為保護學生為保護學生
視力視力，，讓學生在學校專心學讓學生在學校專心學
習習，，防止沉迷網絡和遊戲防止沉迷網絡和遊戲，，中中
小學生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小學生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
帶入校園帶入校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