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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学期正常开学
高校校园封闭管理

陇川-腾冲 陇川-芒市

两条通用短途
运输航线首航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与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

教育部 23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1 年春季学期学校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
有关情况。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目前形势，春
季学期开学已经具备了全面、正常和安全开学的条件。

就地过年

41.63 万大学生留校过节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就地过年”是不少人生活中的关键词。在高校，也有超过 40 万高校生
在校园中度过了传统节日。
据介绍，春节期间，据各地上报的 2720 所高校统计数据显示，留校过春节的学生人数为 41.63 万
人。各地和高校结合实际，全面细致落实寒假疫情防控和留校师生生活服务保障各项措施，校园内无
疫情发生，确保留校师生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健康安全的春节。

春季学期

具备全面正常开学条件

王登峰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春季学期开学已经具备了全面、正常和安全开学的条件。同时，还要坚
持属地原则，分类统筹，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有些地方和学校可能还要安排错峰开学。同时，在具备了
全面、正常、安全开学条件的基础上，
疫情防控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关于高校开学问题，发布会上，教育部透露，将部署、指导各地和高校认真落实“春季学期正常、安
全、错峰开学”
总体要求，提早谋划春季开学，
科学制定开学返校方案。
教育部强调，
高校春季学期，
要加强校园日常管理，
执行校园封闭式管理，
坚持非必要不出校、非必要
不出境、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有特殊情况确需出校的，
严格履行申请审批制度。

新学期 新要求
管作业

管手机

新学期开学在即，不少家长又开始为学校布置的
作业问题“头大”，不过教育部已经发话：不得给家长
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
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发布会要求加强中小学作业管理，在学校建立作
业公示制度，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和总量。要科学、有
效、合理地设计作业，根据不同的教学需要和不同学
生的需要，积极开发不同类型的作业。教师必须认真
做好作业批改工作。不能让家长监督学生完成作业，
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家长也不能给学生留过多的
额外作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要着力强化
学生作业管理。鼓励布置分层次作业、弹性作业、个
性化作业，注重设计探究性作业、实践性作业，探索跨
学科作业、综合性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
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另外，任课教师要认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
注重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对存在的问题做
好学生答疑辅导。

早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
工作的通知》。
吕玉刚强调，新学期开学之后，各地要落实好《通
知》，要按照“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的要求，细
化管理措施。学校要做好家校沟通工作，把手机管理
的具体要求提前告知每个家庭、每名学生，争取理解与
支持。同时，要准备好必要的手机统一保管装置。
吕玉刚说，我们最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有的地
方已经专门下发了通知，对学校统一管理的装置也
做了安排。比如北京市已经专门做了具体的工作部
署。县级教育部门要加强日常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确保有关要求全面落实到位。也希望广大家长加强
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监督管理，形成家校协同育人的
合力。

严格控制总量，
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有限带入校园、
禁止带入课堂

管校外

从严审批培训机构，
强化培训内容监管

管课后

课后服务全覆盖，
与下班时间相衔接
学校开学后，接孩子放学也成了不少家长的“老
大难”
问题。
23 日的发布会上，对于家长的这一“痛点”，吕玉
刚表示，各地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
盖，
每个学校都要做起来。
在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
切实解决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要丰富课后服务内
容，指导学生尽量在校内完成作业，帮助学习有困难
的补习辅导。
吕玉刚还强调，要尽量指导学生的作业在学校内
完成，指导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阅读、兴趣小组以及社团活动，
尽最大努力使学生愿意留在学校参加课后服务活
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课后服务的保障机制，充分
调动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新学期，
教育部还将严格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吕玉刚在会上强调，近年来，各地积极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在一些地方仍
然存在不少问题，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
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培
训机构“退费难”
“ 卷款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
生，既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又加重了家长的负担，严重
破坏了教育生态。
他强调，今年，要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坚持依法
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要从严审批培
训机构，强化培训内容监管，规范培训服务行为，积极
推广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校
外培训负担，维护家长合法权益。
他特别提醒广大家长，把孩子身心健康放在第一
位，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和孩子成才观念，不给孩子
过度施加压力，科学合理地安排孩子学习、生活和锻
炼，
让孩子健康全面发展。
据中新网 新华社

昨日，
“ 陇川-腾冲、陇川-芒市”通用短途
运输航线首航仪式在陇川通用机场顺利举
行。该短途运输航线由华夏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与华彬天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执
飞，采用 DHC-6-400（双水獭）型双发固定翼
飞机，
每天一班，
可利用座位数为 18 座。
据介绍，航班时刻为 10：00 从陇川起飞，
10：50 到达腾冲，11：20 腾冲起飞，12：10 到达
陇川；
14：
00 陇川起飞，14：
40 到达芒市，15：
10
芒市起飞，15：50 到达陇川。航线开通后，将极
大提升陇川通用机场利用率，织密加厚省内环
飞航线网络，助推“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落
实云南省“全域旅游”战略，有效服务于区域经
济发展，也将成为云南航产投集团贯彻落实民
航局“干支通、全网联”航空运输体系的标志性
工程。
陇川通用机场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通航，
是云南省第 17 个机场，也是第二个通用机场。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探索出特色鲜明的云
南省环飞航线开发模式，即“4+3+2”协同联动
模式：省内 4 个航空市场协同区（滇西北、滇西
南、滇西、滇东）与省内 3 个环飞中心（西双版
纳、丽江、芒市）、两个中间点（文山、昭通）统筹
联动发展。截至目前，已开通 28 条环飞航线，
以西双版纳、丽江、芒市为环飞中心的航线网
络基本成型，实现了环飞航线“全覆盖、常态
化、天天班”，使民众出行更加便捷，有效促进
了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曹婕 马楠 文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供图

云投集团经营业绩
实现开门红
记者从云投集团获悉，
“十三五”期间该集
团累计收入超 5700 亿元，累计利润总额超 120
亿元，累计投资超 1300 亿元，累计融资超 3100
亿元。今年以来，
经营业绩、重点项目建设全面
实现开门红，
为
“十四五”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据介绍，截至 2020 年末，云投集团合并总
资产超 4780 亿元，净资产超 1680 亿元，收入超
1780 亿元，利润总额超 45 亿元。2021 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外部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云投集团主动作为，在危机中寻找新机遇，把
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找准止血点、增长点和
创新点，统筹抓好“做实、创新、培育、规划”等
相关工作，强大自身，确保
“十四五”
高开稳走。
今年 1 月，云投集团业绩再创新高，收入超
150 亿元，同比增长 80%；
利润总额超 2.7 亿元，
同比增长 267%；大公益、大金融、大数据、大康
养、大文旅和一带一路“五大+一”核心业务板
块收入同比增长 119.67%，大金融板块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 52.96%，综合业务板块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135.94%；中老铁路国内段玉磨铁路完
成投资 6.7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490.2 亿元，完
成设计数量的 97%，国际段完成投资 4.01 亿
元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226.75 亿 元 ，占 总 投 资 的
60.59%；柬埔寨吴哥暹粒新国际机场项目航站
楼主体混凝土结构 1 月 25 日封顶。
本报记者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