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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模式”让孩子爱上绿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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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加大员额退出机制执行力度

452名法官检察官退出员额
湖北 2020年底前

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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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已退出员额的法官检察官

中， 法官 225人， 检察官 227人。

2016 年 6 月， 辽宁作为全国

第三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启动

改革。 在人员分类管理方面， 推行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 随着员额制的

逐步落实， 全省法院、 检察院的员

额退出机制也得以推出并完善， 到

了 2018 年，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

革进一步深化。 去年一年， 这个省

法院系统建立健全员额法官管理机

制， 免去 21 名入额法官的非审判

岗位领导职务， 225 人退出法官员

额； 检察系统建立健全员额检察官遴

选、 培训、 考核、 晋升、 退出等管理

机制， 227人退出检察官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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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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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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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亟需防青少年网络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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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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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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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5月底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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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妙让孩子爱上绿色视频

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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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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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没有

了不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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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节跳动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抖音和火山小视频防沉迷系统

根据后台的内容分类， 过滤掉了不

适宜青少年浏览的内容。 平台对

“青少年模式” 下的内容丰富度及

数量级均进行了扩充， 在精选的青

少年课程知识、 科普类等教育益智

性基础上， 增加了生活实用技能、

休闲类等寓教于乐的精品内容。

构建健康绿色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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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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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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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宏艳建议， 成年人要作出表

率， 家长要为孩子营造好的成长环

境， 建设和谐的亲子关系； 教师要在

学生学习、 成长中给予积极回应和细

致帮助， 引导孩子学会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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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

厅获悉， 今年湖北将重点治理

41 条城市黑臭水体， 到 2020 年

底以前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内黑

臭水体。

据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 全省 214 条城市

黑臭水体， 经前期治理， 173 条

初见成效。 尚需重点治理的 41

条黑臭水体， 分布在武汉、 黄

石、 荆州、 随州、 孝感等地。

据介绍， 为深化治理黑臭水

体， 各地将组织排查城市黑臭水

体沿岸排污口， 取缔一批、 清理

一批、 规范一批入河排污口； 城

市新区建设实现雨污分流， 老城

区将加快雨污分流改造； 未接入

污水管网的新建小区或公共建

筑， 不得交付使用； 工业园区须建

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稳定达标运

行； 强化管理城市黑臭水体沿岸工

业生产、 餐饮、 洗车、 洗涤等单

位， 严厉打击偷排漏排。 湖北全省

设区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还将全

面完成一级 A 提标改造， 年底前

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全面实现污

水处理厂持证排污。 为助力黑臭水

体治理， 湖北将推动城乡联动， 控

制农业面源污染， 改善城市水体来

水水质。 农村地区将加强畜禽养殖

环境管理， 加快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 大型畜禽养殖场应持有

排污许可证， 严格按证排污。

据介绍， 湖北省还将实施科学

的清淤疏浚方案， 清除黑臭水体底

泥中沉积的污染物， 减少城市自然

河道的渠化、 硬化， 修复水体生

态， 恢复增强城市水体自净功能。

□据新华社报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近日出台 《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

位条件设置及资格审查有关问题

的通知》， 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条件设置， 明确资格审查工作

要求， 严肃人事纪律。

通知要求， 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应当根据招聘岗位职责需求，

科学合理地设置招聘岗位条件，

不得设置指向性或与岗位职能无

关的条件， 坚决防止“萝卜招

聘”。 根据岗位工作需要， 确需

设置具有较强限定性的特定岗位

条件， 应在招聘岗位信息表中备

注说明理由。 招聘岗位原则上应

设置 3个以上适合岗位要求的专

业， 也可按专业大类设置专业条

件。 没有专业要求的招聘岗位， 可

设置为专业不限。 专业名称要准

确、 规范， 不得设置为“XX 相关

专业”， 并在招聘公告中明确相应

的专业参考目录。

工作经历设置要结合相应岗位

或工种的要求， 也可以结合岗位情

况不设工作经历要求。 设置工作经

历要求的， 普通岗位最低年限应低

于 2年， 招聘博士或副高职称以上

的高层次人才或有特殊要求的岗位

可以适当放宽。 不能设置具体部门

或单位的从业经历条件， 符合政策

规定的定向招聘岗位按现行规定执

行。

招聘岗位条件一经面向社会公

开发布， 未按规定报事业单位人事

综合管理部门核准不得擅自更改，

确需更改并经核准的,要提前发布

变更或补充公告， 并告知相关应聘

人员。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安徽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截至

今年 3月底， 安徽一年多来共打

掉涉黑涉恶团伙 1182 个， 破获

刑事案件 6765 起。 扫黑除恶带

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 全省

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7.3%，

群众满意度达 94.5%。

创办武校、 开设赌场、 介入

拆迁， 安徽省太和县人邢丙军、

王成斌十余年来笼络武术学校教

练、 学员和社会闲散人员， 发展

出以二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 动辄组织数十人持械在公共

场所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出手狠

辣、 称霸一方， 共造成 1 人重

伤、 13 人轻伤、 多人轻微伤，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秩

序。 近期， 该团伙被依法打击，

邢丙军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25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没收全部财

产， 其他 51名同案犯分别获刑。

安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车建军

介绍， 截至 3 月 31 日， 全省共打

掉涉黑涉恶团伙 1182 个， 破获刑

事案件 6765 起， 刑拘犯罪嫌疑人

8135 名， 查封、 冻结、 扣押涉案

资产 20.33 亿元。 提起公诉 495 件

3298 人， 已一审判决 325 件 2472

人， 二审判决 169件 1514人。

据了解， 安徽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一年多来， 带动了社会治安

形势持续好转，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

造了良好环境。 去年全省刑事案

件、 命案、 八类暴力犯罪案件、

“两抢一盗” 案件、 可防性案件发

案数同比分别下降 7.3%、 10.6%、

14.1%、 19%、 33.8%； 十万人命案

发案数 0.419 起； 人民群众安全感

达 96.91%、 满意度达 94.52%。

4 月 14 日 ， 在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

才交流大会设置的招
聘会上， 求职者与用

人单位工作人员交
流。 当日， 第十七届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

会在深圳启幕， 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4000 多家专业机
构和组织、 4 万余名

海内外政府代表、 专

家学者、 高端人才应

邀参展参会

新华社 图/文 打掉涉黑涉恶团伙1182个
安徽刑事案件下降7.3%

广西严肃人事纪律

坚决防止“萝卜招聘”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举行

遗 失 声 明
上海墨府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第一分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 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101150316440，声明作废。

李 静 ， 身 份 证 号 ：

232302197809252743，遗失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

业 险 发 票 ， 保 单 号 ：

805112018310092007066，发票号

码 ：55813160， 发 票 号 码 ：

031001800104， 车 牌 号 ： 浙

B3E61K，声明作废。

上海领路人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 证 照 编 号 ：

27000000201709290407 （08） 声

明作废。

上海何所求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4MA1GUT8N5D， 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上海汇淦贸易有限公司 ，

注册号 ： 310230000620874， 经

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

此公告。

上海京鑫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

销， 法人代表： 张景合， 请有

关债权债务人在45天内前来联

系， 特此公告。

上海辉龙贸易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63123660XE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上海领路人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原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现

减资至50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

告。

减 资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