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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网站 近日，为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以下简称“双减”文
件），教育部会同中央网信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
印发通知，就做好现有线上
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备案改为审
批工作进行部署。

通知强调，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持
依法依规，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
施条例，对线上机构实施审
批，确保证照齐全、规范运
营。坚持严格审批，不符合条
件的不予发放办学许可证，未
经许可不得以任何线上方式从
事有偿性学科类培训。坚持协
同治理，加强部门协调分工，
简化工作程序。2021年底前

完成对已备案线上学科类培训机
构的审批工作，并同步建立相应
的监督管理制度，在依法获得办
学许可证及相关证照前，现有线
上机构应暂停新的招生及收费行
为。

通知明确，对于“双减”文
件印发前，按《教育部等六部门
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
见》（教基函〔2019〕 8号）已
备案的、面向中小学生的线上学
科类培训机构实施审批制度。教
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明确线上机构

审批设置基本要求，由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按统一的设置要求，对
线上机构实施审批，审批通过后
发放办学许可证，并在同级民政
或市场监管部门分别登记为非营
利性或营利性法人。面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线上培训机
构，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校外
线下和线上培训规范治理工作，
建立教育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参
与的协同工作机制，妥善制订详
细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建

立健全常态化的管理和监督制
度。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校外
线上培训的综合治理，公开投诉
举报方式，联合相关部门现有执
法队伍开展网络巡查和综合执
法；网信、公安、电信部门要做
好违规培训平台和应用软件（含
APP）的关停、下架等工作。各
地要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将线上
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工作纳入督
查范畴，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
到位的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问
责，确保工作按期完成。

六部门印发通知

现有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备案改为审批

据新华社 九一八事变发
生90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
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
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残历碑广场举行。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
广场庄严肃穆，巨大的台历形
石碑上，时间定格在1931年
9月 18日，广场南侧的“警
世钟”巍然高悬，警示人们铭
记历史、勿忘国耻。

上 午 9 时 许 ， 仪 式 开
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 18
分，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神
情凝重地推动钟槌击响“警
世钟”。14响钟声，寓意着
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
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
警报。同一时间，辽宁省其
余13个城市也拉响防空警报
3分钟，火车、轮船、汽车鸣
笛。

90年前，日本关东军蓄
意制造九一八事变，激起中

国人民的顽强反抗，成为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
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
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深重
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
折。

“勿忘九一八，就是要居安
思危，警钟长鸣。”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红说，
对于发动战争的加害方来说，更
要反思历史，牢记好战必亡的历
史教训。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
日之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
点，踏上了新的伟大征程。居
安仍要思危，盛世更需警钟
——这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共
同心声。

图为9月18日拍摄的勿忘九
一八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

不灭的记忆 历史的回响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

据新华社 媒体相继曝光
后，美国军方终于承认：8月底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针对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分支目标的一次
空袭中，死亡的10人全是平民。

情 报 失 误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
思·麦肯齐17日在国防部记者
会上说，8 月 29 日的空袭是

“悲剧性错误”。他说：“我现在
确信，多达10名平民在那次空
袭中不幸遇难，包括7名儿童。
另外，我们现在认为，那辆（目
标） 汽车和死者不太可能关联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也不

太可能对美军构成威胁。”
麦肯齐说，空袭前，美方情

报显示一辆白色丰田牌汽车可能
会被用于袭击驻喀布尔机场的美
军。8月29日上午，美军发现
一辆同款车驶抵机场附近一处建
筑，美方先前认定该建筑是“伊
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用于策划和
准备袭击的场所。美军无人驾驶

飞机跟踪监视这辆车随后的行
程，大约8小时后决定对它实施
空袭。

麦肯齐说：“显然，我们有
关白色丰田汽车的情报是错误
的。”

美军先前称，无人机摧毁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一辆载
有爆炸物的汽车，解除喀布尔机
场美军所受“迫在眉睫”的威
胁。

空袭后，美军一直坚称击中
预定目标。然而，多家媒体报
道，空袭导致多名平民死亡，而
且没有证据支持军方关于目标汽
车装载爆炸物的说法。

美国《纽约时报》本月10
日报道，驾驶那辆车的人并非

“伊斯兰国”成员，而是总部位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援助组
织的阿富汗籍雇员，名为扎玛
赖·艾哈迈迪，而且汽车后备厢
里装的是桶装水，并非炸药。空
袭导致艾哈迈迪及其亲属共10
人死亡，多数是年幼的儿童。

可 怕 终 曲

美军8月30日从阿富汗仓
促撤军完毕。法新社报道，那次
空袭是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
争的“可怕终曲”。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

汀17日在一份声明中就空袭致歉，
表示犯下“可怕错误”，将吸取教
训。

奥斯汀说，美军当时“合理断
定”那辆车构成威胁，但现在知
道，那辆车的司机与“伊斯兰国”
没有关联，他在空袭当天的活动

“完全无害，与我们认为自己面临的
迫在眉睫的威胁完全无关”。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
克·米利在空袭两天后说，至少一
名死者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空
袭是“正义”行动。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亚当·希夫说，政府
必须作出更全面的解释。“我们需
要知道袭击的前几小时和几分钟哪
里出了错，以防止将来发生类似悲
剧。”他说，“我还担忧袭击发生后
（政府）立即发表的公开声明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以及这些声明是否
与政府当时掌握的所有信息相符。”

路透社报道，总统约瑟夫·拜
登领导的美国政府因美军仓皇撤离
阿富汗面临最严重的执政危机，确
认空袭死者全部为平民使拜登政府
所受批评加剧。

美国布朗大学今年4月发布的
一份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在“9·
11”袭击后发动的战争直接造成逾
7.1万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平民死
亡。

图为资料图。
（新华社发）

美军承认错杀阿富汗一家十口平民
因情报失误造成悲剧

据新华社 四年一次的全运
会作为国内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
育赛事，全国顶尖选手都会在这
里一较高下。尤其我国传统优势
项目的竞争，在全运会上的比拼
可谓达到“神仙打架”的级别。

18日全运会射击女子10米
气手枪项目高手云集，其中姜冉
馨、郭文珺、张梦雪都曾夺得奥运
会金牌，最终，名不见经传的17岁
小将沈奕瑶力压强敌夺得冠军。

乒乓球比赛从17日正式开
打。包括马龙、许昕、刘诗雯、
樊振东、陈梦、孙颖莎、王曼昱
在内的多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将参
加，网友笑称：夺冠难度堪比

“炼狱级”，远超奥运会。
16日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决

赛中，奥运会冠军得主侯志慧领
衔出战，蒋惠花、肖慧颖等名将
悉数出战。最终侯志慧以214公

斤超世界纪录的总成绩夺得金
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
17日收拍，奥运冠军陈雨菲战
胜中国队第二号女单何冰娇，卫
冕女单冠军；东京奥运会混双冠
亚军在全运会决赛再聚首，王懿
律和黄东萍再次战胜郑思维和黄
雅琼。

12日全运会跳水女子10米
跳台决赛，奥运冠军全红婵、陈
芋汐、张家齐、任茜同场竞技。
最终，全红婵以419.25分拿到
金牌，陈芋汐获得亚军，任茜取
得第三名。

本届全运会将持续至 9月
27日结束，越来越多“神仙打
架”的场面将要上演。可以预
见，随着全运会比赛的全面开
启，引领中国竞技体育未来的年
轻人将继续闪耀。

全运会上“神仙打架”
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项目高手云集

据新华社 国家卫健委18日
通报，9月17日0—24时，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6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云
南9例，广东3例，上海2例，辽宁
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
为确诊病例（均在广东）；本土病
例31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
21例、厦门市8例、漳州市2例），
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均在福建）。无新增死亡病
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9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748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3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559
例（其中重症病例5例），现有
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
8769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210例，无死亡病例。

17日新增确诊病例46例
其中本土病例31例，均在福建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2021年9月18日10时
25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从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分离，
并绕飞至前向端口完成自动交会

对接，整个过程历时约4小时。
目前，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与天舟
二号货运飞船组合体状态良好，
后续将先后迎接天舟三号货运飞
船、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访
问。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完成绕飞和前向交会对接

□□ 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

□□ 关注全运会关注全运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