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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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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吕扬）日前，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合制定了《外省来陕进城务工人员
及其他非陕西户籍在陕就业人员随迁
子女在陕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实施
细则》，2013年印发的《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在陕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实施细则》废止。

申请在陕报名参加高考的随迁子
女，在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的情况
下，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截至高考当
年，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包括普通高
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
工学校）在陕学籍满 3年，即从第一学
期开始，在我省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学
校注册学籍并连续实际就读3年，按规

定完成学业并获得陕西省高级中等教
育阶段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截至高
考当年8月31日，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
护人所持陕西省居住证有效年限累计
3年以上（含 3年）；截至高考当年 8月
31日，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按照
国家规定在陕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年以上（含3年）。

在我省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学校毕
业的随迁子女往届生，除满足以上条
件外，自毕业至高考当年 8月 31日，其
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仍须持有陕
西省居住证，且在陕缴纳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

截至高考当年8月31日，学籍在陕
满 3年但户籍在陕不满 3年，在户籍迁

入我省前，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
人持有陕西省居住证，且持证期间在
陕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其父亲
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的陕西省居住证
时间与其取得陕西户籍时间连续，且
两项时间相加满3年，可申请在户籍所
在县（区）报名参加高考。

在陕报名参加高考的随迁子女，
要在高考报名前，到学籍所在县（区）
招办提出申请并领取《外省来陕进城
务工人员及其他非陕西户籍在陕就业
人员随迁子女在陕参加高考报名申请
表》，在各地规定的时间内分别前往本
人学籍所在主管部门、父亲或母亲或
法定监护人居住登记地县（区）公安部
门、参加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市

养老保险经办处或县
（区）养老保险经办中
心办理报名资格审查
手续。

随迁子女高级中
等教育阶段学籍，由学籍主管部门审
查。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
人在陕居住情况，由公安部门审查。
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在
陕参保缴费情况，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审查。

不符合我省报考条件的随迁子
女，以及户籍已迁入我省但不符合我
省报考条件的考生，必须及时返回户
籍所在省份或原户籍省份参加高考
报名。

随迁子女在陕参加高考新政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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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国营养学会组织
编写的《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科学研究
报告（2021）》正式
发布。报告显示，
膳食不平衡是慢性

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其中高钠摄
入在成人膳食因素导致心血管代谢性
疾病死亡中占第一位（17.3%），第二位
和第三位分别是水果摄入不足（11.5%）
和水产类Ω-3脂肪酸摄入不足（9.7%）。

发布会上，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
丁钢强对报告主要内容做了详细解
读。他表示，研究显示我国居民营养

状况和体格明显改善，膳食质量提高，
食物结构发生变化，居民身高持续改
善，居民营养不足状况得到根本改善，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分
别降至4.8%和1.9%。

但是，高盐摄入仍普遍存在。我
国家庭烹调用盐摄入量平均每人每天
为9.3克，每十年平均下降2克，但仍高
于<5克的推荐值。此外，含糖饮料消
费逐年上升，高糖摄入已成为青少年

肥胖、糖尿病高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膳食不平衡也危害着我国居民的

健康。丁钢强表示，只有20%左右的成
年人平均每天摄入50克以上全谷物及
杂粮；不足1/3的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
40克以上鱼虾类；约有40%的成年人不
常吃大豆类制品。

此外，活动量降低也是造成超重
肥胖率持续增高的主要危险因素。成
人缺乏规律自主运动，静坐时间增加，

平均每天闲暇屏幕时间为3小时左右。
对此，丁钢强建议，做到吃动平

衡，合理膳食，减少畜肉、烟熏肉、盐、
油、添加糖、酒精摄入，增加全谷物、蔬
菜、水果、蛋类、海产品、奶类、豆类、坚
果摄入有益健康。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表
示，报告汇集分析了膳食与健康研究
的新证据，分析了我国居民膳食与营
养健康现况及问题，为修订《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的报告为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
（2021）》的精简版，在中国营养学会官
网官微可查询阅读。正本近期将由人
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怎样吃更健康？

营养健康大数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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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年3月1日起施行。与2012年刑诉法解释相
比，新解释增加“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速裁程序”“缺席审判程序”三章，
共计增加107条，作了实质修改的条文超过200条。

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诉权保障，是司法解释的重要内容。司法解释规定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人民法
院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推进刑事辩护、法律帮助全覆盖。

为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司法解释规定，审理未成年人遭受
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案件，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采取同步录
音录像等措施，尽量一次完成。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今日起施行

>>相关新闻

→日前，渭南大荔公安交警大队联合
县教育局等单位，组织辖区各中队上百名民
警，深入学校、幼儿园，对涉及120所学校的
169辆校车开展解封及安全专项检查。

在校园，交警对校车的灭火器和标牌
标识、安全锤、通行路线和校车驾驶资格及
技术员安全资历等进行了检查核对，并向
校车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教育，筑牢乘车
安全防线，为开学上好安全“第一课”

韩丽娜 摄

↑今日我省各地市中小学正式开课，
幼儿园（含学前儿童看护点）放假和开学时
间原则上参照小学执行。图为西安市育英
小学学生离校。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你爸一个月挣
多钱啊，别怪我瞧不起你，我告诉你，×××的
妈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妈五十年挣得多，
你们素质是一样的吗？”近日，一段天津某中
学老师教育学生的音频引发网友热议。2月
27日，天津市津南区教育局通报，经调查，该
教师严重违背师德师风，给予其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降低岗位等级，依据《教师资格条例》
撤销其教师资格，调离岗位。

这名教师看似是一时糊涂说错话，但细
究起来，却一点也不冤。为人师表，以德育
人。教师的一言一行当为学生做出表率。但
在这段音频中，这名教师把家长收入与学生
素质划等号，对比家长收入歧视学生，这样
扭曲的价值观，不仅可能伤害到学生的自
尊，也玷污了三尺讲台的纯洁和神圣，更有
可能影响学生今后在是非、善恶、美丑、贵贱
上的正确判断。试想，遇到这样“三观不正”
的教师，哪个家长还会放心把孩子交给她教
育？对这样违背师德师风的教师，就应该严
肃处理。

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一个教师只有
拥有良好的师德才能认真对待教学工作，才
能以心中大爱让学生信赖和信服。对该名教
师的严肃处理也给教育工作者提了个醒。好
的教育，应该讲究方式方法，激励学生绝不能
以羞辱的方式。不少家长希望老师管得严一
点，对自己的孩子多上心，有的教师就仗着家
长的信任，以“严加管教”为由，对学生恶语相
向，这样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缺乏耐心，也
忽视了正在青春成长时期学生的感受。多一

些正面引导，
多一些鼓励包容，多一些
理解沟通，师生关系会更
加和谐融洽，学生也会更
加健康成长。 （周文冲）

这
样
的
教
师
被
严
肃
处
理
，不
冤
！

近日，渭南市澄
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以雪为令，及时
组织民警执行特勤特
岗，在辖区企业职工
上下班必经路段和事
故隐患路段进行定点
执勤，通过警车喊话、
徒步巡查等方式提
醒驾乘人员注意减速
慢行。
姬磊磊 张新红 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董欣） 2月25日，国家
文物局公布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
评结果，共有 20个项目入围终评。其中，素有

“考古大省”“文物大省”之称的陕西有西安秦咸
阳城遗址、宝鸡陈仓下站秦汉祭祀遗址、西安少
陵原十六国大墓等3个项目入围终评。

据了解，西安秦咸阳城遗址位于咸阳窑店
镇，是战国后期到秦朝的都城遗址，近年来，秦
咸阳城遗址取得重要收获，连续发现大型宫殿
遗址、国家府库遗址等，有助于了解咸阳城与秦

始皇陵的关系，说明在秦统一后咸阳城的功能
整体开始转变；宝鸡陈仓下站秦汉祭祀遗址位
于宝鸡市陈仓区潘溪镇下站村，2020年发掘出
土大量秦汉祭祀遗迹，祭祀坑数量庞大、内涵
丰富、有规律性，考古人员判断下站遗址由秦
宣公建立，是《史记》中记载的密畤；西安少陵
原十六国大墓规格巨大特殊，发现土雕建筑、
壁画以及彩绘陶俑等文物，对于研究探索十六
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分布、民族大融合等都有
重要的意义。

陕西3项目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于3
月1日起施行。这些新规与你我息息相关：最低
刑责年龄下调至 12周岁；奸淫幼女最高可处死
刑；冒名顶替入学上岗等正式入刑；抢公交车方向
盘、高空抛物等正式入刑；袭警罪正式明确等。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下调至12周岁

已满 12周岁不满 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 最高可处死刑

奸淫不满 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
重处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奸淫不满10
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情形，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猥亵儿
童多人或者多次，或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情节恶劣的等情形，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与未成年养女发生性关系 最高判10年

对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
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
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保障疫情防控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拒绝执行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
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等情形，引起甲
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打击“冒名顶替”

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
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
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侮辱、诽谤英烈入刑

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
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正式明确袭警罪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
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
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抢夺司机方向盘入刑

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
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
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高空抛物入刑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
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捕食陆生野生动物处罚

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
三款∶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
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款规定以外
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制售劣药与制售假药同等处罚

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明确非法基因编辑等行为犯罪

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或者将基因编
辑、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加大惩治侵犯著作权罪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
播其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作品等情形，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