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秀超介绍， 在11部门联合
印发的方案中， 首次对学生欺凌
作出明确界定， 指出中小学生欺
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
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
肢体、 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
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
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现象】 一旦欺凌事件发生，如何
处置，谁来处置？何秀超介绍，学生欺
凌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 学校发现
学生欺凌事件线索后， 应当按照学生
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对
事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由学校学生
欺凌治理委员会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
欺凌行为进行认定。如有申诉请求，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可组成调查小组启动
复查。 如有涉法涉诉案件则纳入相应
法律程序办理。

【方案】 方案明确了不同的惩戒
措施：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学
校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情
节比较恶劣、 对被欺凌学生身体和心
理造成明显伤害的严重欺凌事件，可
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对实施欺
凌学生予以训诫； 屡教不改或者情节
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 必要时可将实
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工读）学校进行
教育； 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
罪的学生欺凌事件，处置以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主。

【分析】“这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
则。”张志勇认为，学生欺凌的加害者
和受害者都是中小学生， 加害者本人
也需要关爱保护。 这就决定了对学生
欺凌的防范，特别是对加害者的处理，
不能简单地“一罚了之”，必须本着“治
病救人”的原则，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
合的原则，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据新华社

畅通申诉渠道 细化惩戒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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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选
举定于2018年3月
18日举行，俄罗斯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已经宣布，将以独立
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对于外界关注的普
京将如何提交相关
材料，克里姆林宫发
言人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26日回应称，不
排除普京亲自前往
中央委员会递交的
可能。

统一俄罗斯党
已经表态，支持普京
参加明年3月举行
的俄罗斯总统选举。

25日俄罗斯中
央选举委员会拒绝
将有犯罪前科的反
对派领导人阿列克
谢·纳瓦利内登记为
明年3月18日的总
统选举候选人。从当
前大选选情看，现任
总统普京胜选连任
几无悬念。

普京胜选连任几无悬念

韩国移民局26
日证实，为确保明年
2月举行的平昌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安全， 韩方驱逐了
17名涉嫌恐怖主义
的外籍人士。

《韩国时报》26
日以韩国移民局官
员为消息源报道 ，
17名遭驱逐外国人
来自5个国家和地
区，包括东南亚和中
亚国家。

一名移民局官

员没有公开这些被
驱逐者的具体身份，
但说他们要么是韩
国反恐法规明确的
国际恐怖组织成员，
要么被多家情报机
构列入“黑名单”。

这名没有公开
姓名的官员说：“我
们驱逐了17名可能
对奥运会构成恐怖
威胁的外国人。这得
益于与50个国家的
情报机构通力合作
和情报共享。”

保冬奥会安全
韩驱逐涉恐外国人

落实

受访专家提出， 方案的实施
为中小学生欺凌问题的综合治理
开下“药方”，但仅凭一纸文件是
做不到的，是否取得成效，还要看
能否具体落实到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翠微
学校校长刘小惠认为， 一方面要
采取客观严谨的态度， 区分好学
生欺凌与打闹嬉戏，不要“泛化”
地给孩子扣上欺凌的帽子。 另一
方面，对出现问题的“苗头”要加
以重视，从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
角度正确引导， 预防校园欺凌行
为的出现。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
院院长王敬波提出， 应对学生欺凌
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综合治理体系。
在建立起具体的处理机制后，还需
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内部的衔接及
与司法的协调工作， 处理好学校和
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定结果与司法
救济手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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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昌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32565841-7，（国）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号码：4301
05325658417，（地）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号码：430105
325658417 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医学院邓玉能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610823202848，声明作废。

◆张付钰（父亲：张衡，母亲：付
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001188，声明作废。

◆本人刘炜，段微遗失长沙南湖
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日开具的票号为 0006979
的票据一张，金额:30000元，
声明作废。

入伙公告
尊敬的邦盛云水麓园（水岸御
园）小区 6# 栋业主：您购买
我公司开发的邦盛云水麓园
（水岸御园）一期 6# 栋房产，
兹定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正
式交付。 我公司已将《入伙通
知书》按《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的地址以特快专递的
形式邮寄给您，请您按照《
入伙通知书》中预约的入伙
日期，携带相关资料及费用
赴云水麓园（水岸御园）物
业服务中心中心办理入伙手续。

特此公告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湖南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12月 27 日

遗失声明
长沙闽凯建材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 91430121077157655R）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空
白发票）20 份，发票代码 4300
1310338，号码号码 03371081-
03371100，遗失税控机，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瀚旗服饰店遗
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卷票）一份，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 票 号码
000430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云实景观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国家税务
局 2014 年 12 月 4日核发的国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为：43
01223206128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木谷品牌形象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华融湘江银行株洲新一
佳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20003894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远东养殖专业合作社遗
失涟源市工商局 2014 年 5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1382NA000427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云溪区临江物流有限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云溪分局 2015 年 2 月 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6030000033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好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质监局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副本代码 39430194-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童装销售遗失龙山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2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31306001383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六星空气净化技术（湖南）有
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2 张，代码 4300161130，票号：
01083612 ；代码 4300174130，
票号：009430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泉塘镇龙泉湾桂花种植
专业合作社遗失湘乡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08年 8月 2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38
1NA000022X,声明作废。

◆廖江锋遗失建筑施工企业项
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号码：湘建安 B(2013)150000
00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莲联发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左辉务 13337294326

注销公告
桑植县瑞峰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陈球，电话 13574445555

注销公告
桑植县红金矿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肖胜勇，电话 13974406677

注销公告
邵阳市宝锋浇注防水材料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丽宝，电话 18230659675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公 告
长沙市立超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我司车辆：湘 AZ3061、湘 AZ3
063、湘 AZ3064、湘 AZ3072、湘
AZ3090、湘 AZ3093、湘 AZ309
5、湘 AZ3098、湘 AZ3102、湘 A
Z3103、湘 AZ3104、湘 AZ3108、
湘 AZ3291、湘 AZ3300、湘 AZ
3301、湘 AZ3302、湘 AZ3303、
湘 AZ3304、湘 AZ3306、湘 AZ
3309、湘 AZ3310、湘 AZ3312、
湘 AZ3320、湘 AZ3322、湘 AZ
3323，已在交通局办理道路运
输证注销。 特此公告！

◆陈奇遗失浙江传媒学院学士
学位证书，证书编号:11647420
13001351，声明作废。

◆王淇正（父亲：王得琼，母亲：肖
星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06275，声明作废。

◆谢婧婧（父亲：陈春祥，母亲：谢奇
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060770，声明作废。

◆郭哲霖（父亲：郭军伟，母亲：黄
玉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820411，声明作废。

◆郭子昂（父亲：郭金兰，母亲：谭
素敏）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542751，声明作废。

◆王靖喆（父亲：王勇，母亲：周林
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56410，声明作废。

◆王力娅（父亲：王清耒，母亲：
杨燕）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346345，声明作废。

◆李誉晨（父：李亮，母：资江
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 Q430318693,声明作废。 ◆周永浩（父亲：周用建，母亲：丁

春）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681532，声明作废。

11部门联合印发治理校园欺凌综合方案 提出具体预防措施 规范处置程序

校园欺凌情节恶劣者可送工读学校
殴打、往身上浇开水、在网上传播个

人隐私……近年来， 中小学生欺凌事件
时有发生，行为手段层出不穷。为防治学
生欺凌行为，教育、公安、民政、妇联等11
部门一齐向学生欺凌行为“亮剑”，共同
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
治理方案》。 而这是否真的能让
我们的孩子免于欺凌的恐惧？

【现象】全国检察机关2016年
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
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988人，经审查
批准逮捕1180人，受理移送审查起
诉3911人，经审查起诉2449人。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
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雯认为，
当前应对学生欺凌的实践中有两个
主要困扰，一是对学生欺凌的认识不
清、认识混乱，二是解决学生欺凌实
际问题的措施不力、实效不强。而很
多时候，措施不力、实效不强往往是
因为认识不清和认识混乱导致。

【方案】方案要求，学校每学期开
学时集中开展教育、在道德与法治等
课程中专门设置教学模块等方式，定
期对中小学生进行欺凌防治专题教
育，组织开展家长培训，引导广大家
长增强法治意识，落实监护责任。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秀超
说，方案还提出加快推进校园视频监
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等建设，学校
根据实际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
此外，要定期开展排查，针对全体学
生开展防治学生欺凌专项调查。

【分析】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
西平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 当他
们进入社会的时候， 应当具有道德
和法制的鲜明底线和明亮开朗的心
理底色。 但是， 学生欺凌现象的发
展，会使部分欺凌者心理扭曲，进入
社会后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发
展成为社会的违法犯罪者， 成为社
会安定的破坏者。因此，如不及时正
本清源，会造成后患无穷。”国家督
学、 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建
议， 学校教育要全面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

明确欺凌界定 完善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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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
寅的特使、 青瓦台
秘书室长任钟皙本
月早些时候出访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 ，
引发外界对其出访
目的的猜测。 连日
来， 各种版本的传
闻越来越多， 青瓦
台方面26日不得不

出面澄清。
青瓦台一名官

员26日说， 任钟皙
前往阿联酋意在转
交文在寅的亲笔信，
以进一步加强双边
关系。 按他的说法，
媒体有关这次访问
的其他说法均不属
实。 ■均据新华社

文在寅“大秘”罕见出访
背后隐情引猜测

什么是学生欺凌

防治欺凌
不能仅凭一纸文件

名词
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