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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托管变成第三学期”说法不符合实际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胡浩）为解决学生暑

期“看护难”问题，一些地方和学校推出暑期托管服务。教
育部13日召开新闻通气会表示，暑期托管服务应遵循学校
主动、社会参与、教师志愿、学生自愿、公益普惠等基本要
求。“要取消教师寒暑假”的说法没有依据，“暑期托管变成
第三学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提出，从本地实际出发，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承担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同时，教
育部门还应积极会同共青团、妇联、工会、社区等组织，通过多种
途径、多种形式提供学生暑期托管服务。暑期托管服务主要面
向确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并由家长学生自愿选择参加，不得
强制要求学生参加。“要引导教师志愿参与暑期托管服务，但不
得强制。对志愿参与的教师应给予适当补助，并将志愿服务表
现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吕玉刚说，“要取消教师寒暑假”
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他强调，要统筹合理安排教师志愿参与
托管服务的时间，依法保障教师权益，既要保障教师暑假必要
的休息时间，也要给教师参与暑期教研、培训留出时间。

吕玉刚介绍，托管服务应以看护为主，确保学生能够得
到充分休息。学校要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各类资
源设施，合理组织提供一些集体游戏活动、文体活动、阅读
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服务，但不得组织集
体补课、讲授新课。
“关于‘暑期托管变成第三学期’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

的。”吕玉刚说。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胡浩）教育部13日召
开新闻通气会介绍，将进一步推进课后服务工作，确保今
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实现有
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三点半”难题，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2017

年以来，教育部多次出台相关文件，推进课后服务。截
至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
服务。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新闻通气会上表
示，要将课后服务作为解决家长急难愁盼问题的一项
重要民生工程，做到全面覆盖、保证时间、提高质量、强

化保障。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
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
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对仍有困难的，应提供延时托管
服务。

吕玉刚说，学校要结合办学特色、学生学习和成长需
求，积极开发设置多种课后服务项目，切实增强吸引力和有
效性。一方面，应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进行补习辅导和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
间；另一方面，应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
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最大努力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但不
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推行“5+2”模式

课后服务义务教育学校秋季全覆盖

尹青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水利电力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下游管
理局副局长、离休干部尹青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7 月 7
日 21时 45分逝世，享年97岁。

尹青同志遗体已于7月10日在天津市第二殡仪馆火化。

■暑期托管服务应遵循学校主动、社会参与、教师志愿、学生自愿、公益普惠等基本要求

■“要取消教师寒暑假”的说法没有依据 ■托管服务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任沁沁 熊丰）2015年
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影《失孤》中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已被找
到，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公安部7月13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1997年9月21日，山东聊城郭刚堂夫妇时年2岁半的儿
子郭新振，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陌生女子抱走，下落不明。郭
刚堂由此踏上了漫长寻亲路，骑行50万公里，骑废了10辆摩
托车，一头乌发熬成了银白。

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李民介绍，当年接到报警后，聊
城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了大量侦查调查、走访摸排等工
作，并采集了郭刚堂夫妇血样，检验DNA信息录入“打拐
DNA系统”。由于孩子郭新振之前从未被采集过DNA信息，
所以多年来一直未能比中。24年来，一代又一代刑侦民警始
终没有放弃，坚持不懈、接续侦查。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介绍，今年“团圆”行动
中，公安部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组织攻坚。6月，在公安
部组织的集中比对会战期间，专家们克服儿童失踪被拐时体
貌特征与长大后差别较大的障碍，突破技术壁垒，运用最新比
对查找手段，成功在河南发现疑似郭新振的线索。

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张景泰介绍，根据公安部指
令，河南公安机关采集相关人员DNA信息进行复核检验，确
认河南该人即为郭刚堂夫妇被拐24年的儿子郭新振。

此后，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迅速派员赴河南、山西等地，围
绕当年收养、拐卖情况循线追踪、缜密侦查，抓获了当年拐卖
郭新振的2名犯罪嫌疑人，基本查清了案件事实，目前该案还
在进一步扩线深挖。

作为被拐儿童父亲，郭刚堂在这24年寻子历程中，尽管
承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和煎熬，但始终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
和顽强向上的意志。他一边骑着摩托车辗转多地、跨越数十
万公里寻找孩子，一边积极参与打拐志愿活动，将搜集到的失
踪被拐儿童信息及时反馈给公安机关。通过他提供的线索，
公安机关先后找回被拐多年儿童100余名。

7月11日，山东、河南两地公安机关在山东省聊城市，为郭刚
堂、郭新振一家人举行了认亲仪式，离散24年的家庭终获团聚。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童碧山表示，一个个侦破积案、找

回孩子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开展好“团圆”行动，不仅需要公
安机关、失踪被拐家庭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更离不开社会各
界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参与。

故宫打造“零废弃博物馆”

7月13日，故宫零废弃导游培训宣讲会在北京举行，邀
请导游及热爱故宫的市民在线上线下参会，了解如何成为一
名故宫零废弃宣传员，一起为打造“零废弃博物馆”添砖加瓦。

2020年1月，故宫博物院携手万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
故宫零废弃项目，持续追求“将填埋、焚烧处理方式的垃圾减
少至无限趋近于零”的美好愿景。

图为故宫内展出的《福牛辞“旧”》废弃物再生雕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任沁沁熊丰）公安部13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团圆”行动最新成效。公安部刑事侦
查局副局长童碧山介绍，截至目前，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
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47起，
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372名，各地已组织认亲1200余场。

6月1日，公安部通过新闻媒体集中发布了全国3000多个
“团圆”行动免费采血点地址、电话后，已有近万人主动到公安
机关接受免费采血，目前已帮助306个家庭实现了团圆。童碧
山表示，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团圆”行动，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失踪被拐儿童线索，以及
拐卖儿童嫌疑人的线索。同时，希望尚未采血的失踪被拐儿童
父母、疑似被拐人员、身源不明人员尽快到公安机关免费采
血。“我们共同努力，早日实现亲人团聚、家庭团圆。”

公安部“团圆”行动找回
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

《失孤》中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被找到
离散24年家庭终获团聚 郭父寻子中助公安机关找回被拐多年儿童100余名

教育部新闻通气会

《新时代机关党建简明读本》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编

写的《新时代机关党建简明读本》一书，已由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该读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为主线，共9章、11万余
字，系统阐述了加强新时代机关党建的重大意义、使命任务、
重点举措等，集中反映了近年来机关党建的重要理论、实践和
制度成果，是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辅助读物和机关党建
工作的业务用书。

新华社南京7月13日电（记者杨绍功）记者从江苏吴江塌
楼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截至13日7时，初步确认事故造成
23人被困，已救出被困人员14人，仍有9名人员在搜救中。已
救出被困人员中1人无伤已回家、5人生命体征平稳、8人遇难。

7月12日15时33分许，苏州市吴江区松陵街道油车路188号
四季开源酒店辅房发生坍塌。根据旅馆治安信息，前期发现有18
人被困，后经数据分析甄别发现被困人员中还有5名未登记信息
人员，现场被困人员总数增加到23人。经过全力搜救，截至13日7
时，仍有9人被困。现场已经启动机械设备进行最后清障救援。

苏州市吴江区政府发布信息显示，经初步技术分析判断，
事故原因是倒塌房屋现有产权人安排工人进场擅自进行装修
改造，疑似内部承重墙体有拆改，致使该部分房屋坍塌。事故
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据新华社长春7月13日电（记者张建姜明明）13日，一辆
搭载“解放智慧动力域”的解放J7在吉林省长春市驶下生产线，
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第800万辆解放牌卡车正式下线。

从1到800万，解放牌卡车用七代车的更迭，见证了中国
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巨变。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一汽解放生产整车267770辆，同比增长15.3%；销售整
车339230辆，同比增长21.9%。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驶下装
配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自诞生之日起，解
放牌汽车自主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等多项荣誉。

江苏吴江塌楼事故初步认定

系产权人擅自进行装修改造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13日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印发
《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到2023
年，我国5G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其
中，5G个人用户普及率超过40%，用户数超过5.6亿。

5G融合应用是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着力打通5G应用创新链、产业
链、供应链，协同推动技术融合、产业融合、数据融合、标准融
合，打造5G融合应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根据行动计划，到2023年，我国5G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
升，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实现重点领域5G应用深度和广度双
突破。其中，5G应用关键指标大幅提升。5G个人用户普及
率超过40%，用户数超过5.6亿。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
50%，5G网络使用效率明显提高。

到2023年我国5G用户数超过5.6亿

个人用户普及率将超过40%

我国自主研发 搭载“解放智慧动力域”

第800万辆解放牌卡车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