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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委联合为中小学办学“减负”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教育部

等八部委9月24日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
干意见》， 针对 “管得过多 ” 的
问题 ， 提出保障学校在教育教
学、 人事工作、 经费使用等方面
的自主权。

针对影响和制约中小学办学
活力的突出问题，《意见》 重点提
出要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 包括
保障教育教学自主权， 明确学校
可自主安排教学进度、 自主运用
教学方式、自主组织研训活动、自
主实施教学评价、 自主实施跨学
科主题教学。大力精简、严格规范

各类进校园活动， 有效排除对学
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

扩大人事工作自主权， 包括
扩大副校长聘任的参与权和选择
权， 扩大中层管理人员聘任自主
权，提出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学
校自主择优选聘中层管理人员；
扩大教师招聘的参与权； 扩大职
称评聘自主权， 提出中初级职称
和岗位由具备条件的学校依据标
准自主评聘， 高级职称和岗位按
照管理权限由学校推荐或聘用；
扩大绩效工资分配权， 提出新增
绩效工资总量主要用于奖励性绩
效工资分配， 奖励性绩效工资由

学校在考核的基础上自主分配。
此外， 还要落实学校的经费

使用自主权。
针对“激励不够”的问题，《意

见》 提出强化学校的过程性和发
展性评价， 更加注重评价学校提
高办学质量的实际成效， 并作为
对学校核定绩效工资总量、 对校
长教师实施考核表彰的重要依
据。 “各地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
科学教育质量关， 不得以中高考
成绩或者升学率来片面地评价学
校、评价校长、评价老师。 ”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

按照要求， 学校要构建完善

的教师激励体系， 包括注重精神
荣誉激励，积极开展优秀教师、教
学能手、 师德标兵和优秀教学团
队等评选活动； 强化专业发展激
励， 鼓励和保障教师参加培训、
教研等学术研究活动； 完善岗位
晋升激励， 把师德表现和教育教
学实绩作为岗位晋升的重要依
据 ； 完善学校绩效工资分配办
法， 向教育教学实绩突出的一线
教师和班主任倾斜； 突出关心爱
护激励， 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和
幸福感。

进一步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
在绩效工资总量中的占比， 核定

时向提高办学质量成效显著的学
校倾斜。对具有高级职称、坚持在
教学一线工作至退休， 且教学业
绩突出的教师， 尤其是长期在艰
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要
加大荣誉表彰和物质奖励力度，
有效解决教师职业倦怠问题，促
进优秀教师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意见》还提出要完善决策机
制， 落实教职工代表大会或教职
工全体会议制度， 对学校重要工
作进行审议、听取意见；建立家长
委员会，完善家校协同育人机制；
加快推进学校章程建设， 增强自
主管理、自我约束能力。

扩大职称评聘和绩效工资等办学自主权

专家认为， “大数据杀熟”
说到底是依据大数据所形成的用
户画像和消费习惯进行精准溢
价， 既可以 “向恶” 杀熟， 也可
以 “向善” 为用户服务， 选择权
在商家手上， 也在法律法规和环
境改善上。

周汉华 、 左晓栋等专家认
为，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
规定， 对消费者的数据实施更精
细的保护， 进一步明确 “杀熟”
等侵犯消费者利益行为的认定标
准等 。 在此基础上 ， 形成执法

者、 网络平台、 消费者三方共治
的互联网经济新形态 ， 在三方
互 动 中 不 断 寻 求 保 护 消 费 者
利 益 和 促 进 互 联 网 经 济 活 跃
的平衡点。

同时， 对于一些确实侵犯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 要加大处罚力
度。 根据目前 《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 》 等相关法规的规
定， 相应违法行为可以处最高50
万元的罚款。 左晓栋认为， 这样
的处罚力度显然对大的网络平台
没有震慑力， 需要进一步提高处

罚上限。
从消费者个人角度来说， 中

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赵占领建议， 当遇到疑
似 “大数据杀熟” 时， 消费者可
以 “货比三家”。 如发现确实存
在价格歧视， 应通过手机 截屏
或 是 录 制 视 频 等 方 式 留 存 证
据 ， 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
如 果 为 了 保 证 证 据 效 力 、 用
于起诉， 一般需要对操作过程进
行公证取证。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9月24
日， 北京物资学院、 中国大运河
智库联盟共同举办第七届中国大
运河智库论坛暨观察家观察员
2020秋季报告会。 论坛集中发布
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1+3”
大运河智库研究成果， 相关领域
专家代表还共同就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商讨献计。

中国大运河智库论坛是中国
大运河智库联盟发起和设立的国
内第一家专门针对大运河研究的
新型智库论坛。 会上， 多位专家
学者就长三角一体化背景的江苏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京津冀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的启示、 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 大
运河文化带立法态势等多方面作
了专题报告。

据悉， 论坛系统整合了包括
大运河智库旗舰报告 《国家战略
视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趋势》
在内的诸多专家学者的调研成
果， 将向中央有关部门和属地省
(市) 委、 省 (市) 政府报送资政
建议和专题资政报告， 促进研究

成果的转化。
近两个月， 中国大运河智库

联盟调研组对京杭大运河涉及的
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
江等四省两市进行了实地调研，
走访了文化和旅游设施及布局、
博物馆、码头、大运河遗址，深入
了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情况， 进
而进行智库评估和前瞻。

“大运河智库系列报告系国
内首次发布， 独家、 独立呈现了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客观态势和
愿景。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牵引
京津冀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联动拓展， 壮大文旅产业发展
的实力。” 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
理事长、 大运河智库60人论坛总
召集人、 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
究院院长王佳宁研究员介绍。

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北京城
市副中心发展研究中心、 服务贸
易发展研究中心在会上揭牌成
立， 将进一步推进北京物资学院
优势学科与大运河智库联盟关联
学科的融合发展， 提升学院学术
事业， 提高学术水平。

“1+3”大运河智库研究系列报告发布

新规出台，“大数据杀熟”能被“反杀”吗？
国庆将到， 旅游高峰即来。 不少人点开手机APP， 寻找心仪的景点和酒店。

然而， 有人发现， 同样酒店、 同样时段， 老用户明显要多花钱。 为防止 “大数据
杀熟”， 相关部门出台新规。 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规定》 提出， 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 侵犯旅游者合
法权益。 备受争议的 “大数据杀熟”， 这次能被 “反杀” 吗？ 记者进行了调查。

随着国庆长假到来， “大数
据杀熟” 再度在网上热起来。 新
规进入实施倒计时， “杀熟” 会
收敛吗？ 记者进行亲身测试。

国庆节前一周， 记者通过一
款知名旅行APP预订一家酒店 ，
APP出现两款房型， 一款是16平
方米有窗双床房， 另一款是16平方
米有窗大床房，价格均为189元。

同时， 记者用另一部手机以
新手机号注册该APP发现， 在同
一入住时段这两款房型的价格变
成172元 。 再换一部手机发现 ，
价格又变为168元。 3次测试中，
只有第一次以会员身份预订， 价

格也最高。
记者致电该平台全国客服电

话。 工作人员解释说， 确实存在
会员价格比新客户贵的情况， 主
要原因是平台对新用户的优惠力
度较大。 对于后两次作为新客户
价格不同的情况 ， 工作人员认
为， 代理商的不同、 预订能否取
消等原因， 也会导致价格变动。

这无法打消网民对 “杀熟”
的顾虑 。 一位网民在微博上吐
槽， 他预订9月26日从佳木斯飞
往上海的机票， “同一航班、 同
一时间， 不同手机” 预订， 价格
相差1000元左右。

9月中旬， 微博上发起的一
个投票显示 ， 有1.5万人认为自
己遇到价格明显差异的情况， 占
到所有投票人员的近八成。

国内知名购物平台的一位程
序员小宁介绍， “大数据杀熟”
是基于对不同类型消费者数据的
“消费者画像”， 判断其偏好、 用
户黏合度、 价格敏感度等， 最大
限度地获取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
长周汉华认为， 这是 “大数据滥
用 ” 行 为 ， 互 联 网 平 台 利 用
其 信 息不对称优势侵犯消费者
合法权益。

10月1日起施行的 《在线旅
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
提出， 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 基于旅
游者消费记录、 旅游偏好等设置
不公平的交易条件， 侵犯旅游者
合法权益。

对此， 周汉华认为， 新规有
进步意义， “新规在在线旅游经
营服务领域将以前电子商务法的
规定进行细化， 更具有指导性”。
不少业内人士还认为， 规定出炉
标志着万亿元规模的在线旅游行

业进入规范引领的新发展阶段。
新规能否遏制 “大数据杀

熟”，多位专家认为，“向前迈了一
步”的同时还需要看其落实情况。

从规定本身来看， 网经社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
析师陈礼腾认为， 新规仍未明确
违规行为的判定， 在线旅游平台
是否存在 “杀熟” 等违规行为在
判定上仍存在一定难度。

周汉华认为， 网络平台作为
一种新经济形态， 其特点是 “千
人千面” “个性化服务”。 如何

准确界定 “杀熟” 而又不损害新
业态的活跃性， 对执法人员提出
更高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 ， “大数据杀
熟” 几乎涉及衣食住行等各领域
的数据平台。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
院副院长左晓栋认为， 凡是涉及
数据、 算法的平台， 都会对消费
者进行数据收集， 同时也有 “杀
熟” 的冲动。 即便有电子商务法
等上位法支撑， 单一领域的暂行
规定能起到的改善效果似乎也比
较有限。

换换33部部手手机机、、出出现现33种种价价格格，，大大数数据据仍仍在在““杀杀熟熟””

茶卡盐湖地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 “茶
卡” 是藏语， 意即盐池。 由于盐湖结晶盐层上卤水的反射， 在蓝天白
云和远山的映衬下， 茶卡盐湖形成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 宛
若 “天空之镜”。 秋日的茶卡盐湖， 水天一色， 风光旖旎， 吸引游客
前来参观游玩。 新华社发

“天空之镜” 茶卡盐湖

新新规规能能否否遏遏制制““大大数数据据杀杀熟熟””？？专专家家表表示示还还需需进进一一步步观观察察

如如何何引引导导 ““技技术术向向善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