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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通知

规范悬挂光荣牌工作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记者 梅世雄）退役
军人事务部日前印发《关于规范为烈属、军属和
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规范悬挂光荣牌工作，
确保好事做好。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自国务院印发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
作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以来，各地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有序推进。截至 4
月上旬，全国各地已为 2000 余万户家庭悬挂了光
荣牌，弘扬了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营造了全社
会尊崇军人职业的浓厚氛围。但是，在光荣牌悬
挂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个别地区让对象
自行领取光荣牌、不为户籍不在本地的长住对象
悬挂光荣牌、仪式感和宣传不够等，影响了工作
效果和对象的满意度。
针对这些问题，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专门
印发通知，要求严格按照《实施办法》规定，坚持
彰显荣誉、规范有序、分级负责、属地落实的原
则，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工作高效落实，符合条件
的对象应挂尽挂。各省份退役军人事务厅（局）
要加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严格问责、严肃处理。
通知强调，要注重和突出悬挂光荣牌的仪式
感。结合本地实际，精心组织举行集中悬挂仪
式，做到既简朴、庄重，又热情、热烈。要尊重对
象意愿选择悬挂或摆放方式，需要悬挂的必须安
排专人负责悬挂到位，坚决杜绝出现让悬挂对象
自行领取光荣牌的现象，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
做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送达每位对象的心
坎上。
通知提出，要建立健全悬挂光荣牌工作建档
立卡制度，结合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
集工作，及时建立完善的电子台账。电子台账应
包括悬挂光荣牌家庭户主的基本信息、
人员类别、
户籍所在地、现长住地、悬挂时间、悬挂方式和变
动情况等信息项目，
实施动态管理和定期更新。
通知指出，要借助各种媒介、采取多种方式，
加强对悬挂光荣牌工作的宣传报道，既要报道工
作进展，让对象知道何时能够挂上光荣牌，也要
报道工作成效、宣传国家优抚政策，在全社会营
造尊重退役军人、尊崇现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退役军人事务部强调，悬挂光荣牌工作是一
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烈
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的关怀。各级一定要提升
政治站位，切实把党和国家的关怀送达每一位对
象家中。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一定要带着感
情、带着温度做好工作，真正把悬挂光荣牌的重
大意义通过每一项具体的工作充分体现出来。

辽宁 452 名法官检察官

退出员额
新华社沈阳 4 月 14 日电（记者 范春生）辽宁
省三级法院、检察院去年以来加大员额退出机制
的执行力度，对不适应或不胜任一线办案的、离
开办案岗位的、因违纪违法不适合继续履行办案
职责的坚决退出员额，2018 年退出员额 452 人，
为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以来退出员额人数最
多的一年。这是记者从 13 日召开的辽宁省委政
法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
在上述已退出员额的法官检察官中，包括法
官 225 人，
检察官 227 人。
在退出员额的法官中，退出原因主要是“不
适应一线办案”；退出员额的检察官，则具体包括
三种情况：或不胜任一线办案，或离开了办案岗
位，或因违纪违法不适合。员额法官检察官的有
序进出，使得优秀人才向办案一线流动趋势明
显，司法质效有了实质性跃升。

4 月 14 日，西双版纳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大展
演在景洪市主要街道上
演，4000 多名演员组成傣
族沐佛方阵、主体民族方
阵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方
阵、傣族伞舞方阵、孔雀
机车方阵等，通过音乐和
舞蹈，直观展示了西双版
纳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图为巡演方阵在街道上
表演。 新华社发 邵滨 摄

逾 95 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
新华社深圳 4 月 14 日电（记者 李
晓玲 王丰）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
人才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2018
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
33.6 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
已经超过 95 万人。
这是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14 日在第
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介绍
的。王志刚表示，
科技交流合作最重要的

是人员的交流合作，
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
位加强国际科技交流，
努力构建平等合
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近年来，
中国
作、互利共赢的创新共同体。目前，中
通过更加务实的人才引进政策，
对外国人
国已经与160个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
才来华签证、
居住，
进一步放宽条件，
简
系，
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114项，
人才交
化程序，
解决引进人才的社会保障、户
流协议 346 项，
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
籍、
子女教育等问题，
取得了显著成效。 制超过 200 个。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
中国是科技全球化的参与者、
受益 “热核聚变”等一系列国际大科学计划
者，也是推动更广泛创新合作的贡献
和大科学工程，
努力在全球科学进步和
者、引领者。据了解，近年来中国全方
创新发展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防沉迷系统为青少年打开清朗网络空间
□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李伟
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最近不再天
天捧着手机傻笑了，这让原本忧心孩
子学习的北京陈女士舒了一口气。原
来，通过给短视频 App 设置“青少年模
式”，孩子每天观看超过 40 分钟后，需
要家长输入独立密码才能继续使用。
这种“青少年模式”，正是今年 3
月国家网信办指导“抖音”
“ 快手”
“火
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的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青少年自控能力不足 网络防沉
迷刻不容缓
用户开通、关闭“青少年模式”均
需输入提前设置的独立密码。进入
“青少年模式”后，每日使用时长将限
定为累计 40 分钟，包括打赏、充值、提
现、直播等功能将不可用；每天 22 时
至次日 6 时期间，
“青少年模式”下，用
户将被禁止使用短视频 App。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短
视频用户规模达 6.48 亿，其中青少年
用户占了很大比重。网络短视频行业
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引发青少年不同
程度的沉迷问题。
“青少年好奇心强，自控能力却不
足，防沉迷系统上线正当其时。”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认为，
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都在塑
造形成的关键期，相关主管部门有必
要加强引导和管理，有关企业也要承
担起社会责任。
开展青少年防沉迷工作刻不容
缓，国家网信办等相关主管部门历时

半年时间，组织短视频平台企业研发
和试点上线了短视频防沉迷系统。不
少家长反映，孩子刷的内容健康了、正
能量了，推送的都是教育类、知识类的
有益内容。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在总结试点经验、完善管理制度的基
础上，于今年 5 月底在全国主要网络
短视频平台中推广青少年防沉迷系
统，
并逐渐形成统一的行业规范。
专属内容池 让孩子爱上绿色视频
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普遍表示，
不加选择地浏览视频内容，可能会对
青少年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短
视频中的炫富、直播刷礼物，可能给青
少年造成一种对生活的错误了解，认
为成功很容易，可以一夜暴富；而一些
偏激极端的内容，比如吃玻璃碴、虐待
动物等，则可能让是非观念还未成型
的青少年误入歧途。
记者在手机上尝试开启“青少年
模式”后，短视频 App 会自动跳转到
青少年专属内容池，向青少年推送适
合其年龄阶段的内容，包括精选课
程、音乐、书法、绘画、手工、美育
等教育类益智性内容，以及展示祖国
大好河山、风土人情、生产劳动、感
人故事、传统文化等寓教于乐的精品
内容。没有了游戏、美女斗舞、明星
绯闻等推送内容，也不能开启直播和
浏览同城页面。
对于推送内容的筛选，快手相关
负责人表示，快手成立了未成年人内
容评级团队，实行 24 小时轮班制，并
专门制定了未成年人审核标准及应急
机制。

疏导应大于限制 家长、学校科学
协同是关键
湖北省襄阳市人民路小学教育集
团校长夏天会认为，现在青少年是移
动互联网时代“原住民”，天天堵截孩
子使用电子产品也不现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
究所所长孙宏艳说，相对于城市的孩
子，农村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更容易
沉迷。大城市文化服务比较丰富，城
里孩子可以去看电影、去公园、去旅
游；但农村的孩子没有这些条件，特别
是留守儿童，生活中没有接触其他文
化生活的机会和环境，有的只能靠刷
短视频来获取欢乐或打发时光。
“现实中，有的家长缺乏对子女使
用网络的指导，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
在缺乏监护人照顾监督的情况下，
很容
易让防沉迷系统效果打折扣。”国家网
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
当前短视频青少
年防沉迷系统尚依赖家长自主选择，
未
成年子女仍有机会选择不开启
“青少年
模式”
，
绕过防沉迷系统随意浏览。
据悉，短视频平台目前正在部分
区域试点，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
识别疑似未成年人用户，并自动为其
切换为
“青少年模式”
。
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产品
改进是为了更好地帮助青少年成长，
希
望广大家长能够加入反馈意见，
一起为
未成年人构建健康绿色的网络空间。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强调，让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真正发挥威力，既
需要互联网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