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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09

高三班主任办公室遇害
犯罪嫌疑人是其学生，“常年班里第一名”已被警方控制
同事哀悼：“一个自认为爱的学生，如今却要了自己的命”

20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中央军委印发
《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
遇规定》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军级以上领
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自2018年1月
1日起施行。

《规定》本着统一规范、保障必需、
从严从紧、合理区别的原则，严格规范
了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办公用房、住
房、用车、工作人员配备、医疗等方面的
待遇标准。这是中央军委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军委十项规定要求的重大举措和
实际行动，彰显了以上率下、严于律己、
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 据新华社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3日发布《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
行办法》，规定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
接下放至高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
作要“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办法明确，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
力的高校可以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
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高校
副教授、教授评审权不应下放至院
（系）一级。高校主管部门对所属高校
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实施具体监管和业
务指导。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实
施监管。

办法指出，高校每年3月31日前
须将上一年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情况报
主管部门。高校职称评审过程有关材
料档案应妥善留存至少10年，保证评
审全程可追溯。

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
高校主管部门将采取“双随机”方式定
期按一定比例开展抽查。根据抽查情
况、群众反映或舆情反映较强烈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巡查。

根据办法，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
申报教师一旦被发现弄虚作假、学术
不端等情况，将被按国家和学校相关
规定处理。因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通
过评审聘任的教师，撤销其评审聘任
结果。对违反评审纪律的评审专家，将
被取消评审专家资格，列入“黑名单”。
据新华社

地方著名商标立法“不合时宜”
将被全面清理

当前，一些地方通过立法，给予企
业著名商标认定以及特殊保护。这些
有关著名商标的地方性法规因违反我
国商标法的立法宗旨，有违市场公平
竞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日要
求予以全面清理，地方著名商标制度
也将面临废止。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
悉，今年5月，来自全国二十多所大学
的108位知识产权研究生联名致信法
工委，指出部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
府规章规定了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
制度。这些地方立法大多规定地方“著
名商标”采取“批量申报、批量审批、批
量公布”的认定模式和“一案认定，全
面保护；一次认定，多年有效”的保护
模式，不符合现行商标法的立法本意
和国际惯例。建议对有关著名商标的
地方立法进行审查。

收到审查建议后，法工委依照立
法法和相关规定，启动了对著名商标
地方立法的备案审查工作。

最终，法工委认为，地方规定的著
名商标制度在运行之初对鼓励企业增
强品牌意识、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
政府对著名商标进行认定和特殊保
护，存在着利用政府公信力为企业背
书、对市场主体有选择地给以支持、扭
曲市场公平竞争关系等问题，在操作
过程中也滋生和带来了一些弊端。

“这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不符，继续保留则弊大于利。”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
任梁鹰表示，地方立法也不应再为著
名商标评比认定提供依据。“对有关著
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应当予以
清理，适时废止。”

据了解，全国31个省区市和15个
计划单列市中，除个别地方外，都分别
以各种形式规定了著名商标制度。其
中，地方性法规 11 部，省级地方政府
规章18件，设区的市级地方政府规章
7件，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3件，还有6
个地方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了相关规范性文件。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
致函河北省、吉林省、浙江省、安徽省、
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甘肃省和长
春市、吉林市、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对有
关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
理。同时，还致函国务院法制办，建议
对有关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政府规章
和政府规范性文件开展清理工作。

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
文件实行违宪违法备案审查，是维护
我国法律体系内在科学和谐统一的重
要手段，也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宪
法监督制度。这些“不合时宜”的地方
立法能否得到及时清理？记者将持续
关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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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下午4时许，湖南省益
阳市沅江三中发生一起命案。该校高三
1502班学生罗某杰因未完成作业，在
与班主任鲍某交流的过程中发生冲突，
罗某杰拿刀刺向鲍某脖子。

鲍某被送到医院，因失血过多抢救
无效死亡。

11月12日晚9时18分，湖南省益
阳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发文称，
“犯罪嫌疑人罗某杰（16岁）已被公安
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3日下午，已从该校毕业的学生
小芳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鲍某曾是她的
高一化学老师，“（他人）很幽默，我很震
惊，那么好的一个老师不可能会这样！”
与鲍某同在学校任教的一名老师通过
其朋友圈发文哀悼：我愤怒、悲痛、悲
哀、流泪却又无能为力……一个自认为
爱的学生，如今却要了自己的命，多么
无助……

“蚊子是宠物，
熏死了要赔，
一百块一只”

央视曝光丽江两家客栈
推销项目获回扣
强制客人写好评

悲剧

11日，央视曝光了丽江古城“风花雪月连锁客栈(初见店)”和“亲的
客栈·丽江水墨印象店”两家客栈的美团电商业务存在“刷单炒信、自己
写好评、差评随意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中，丽江古城“风花雪月连锁客栈(初见店)”在客人反映房间内有
蚊虫叮咬半夜无法入睡时，客栈前台人员回复：“这(蚊子)是我们养的宠
物，熏死了要赔的，一百块钱一只。”引发网友热议。

丽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12日晚发布消息称，11月12日，
涉嫌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的两家涉事客栈已由古
城区正式立案，并根据初步调查取证情况，对两家涉事客栈发出《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责令其停业整顿、配合接受调查。

事发后，微博上，不少曾在沅江
三中读过书的学生，特别是被死者
鲍某教过的学生，一直在回应着网
友对老师和母校的攻击。

网友“a维大大201612”留言说：
高中的班主任，人矮矮胖胖的，很

和蔼，很敬业，问他学业问题都会耐心
地回答我们，讲课也很风趣。有的时候
还会跟我们在课堂上开一下玩笑，是
很好的人。高一军训的时候学生热的
快受不了了，他还骑着小绵羊送来藿

香正气水给我们一人发一瓶驱暑。
翻了评论，翻着翻着觉得真的挺难

受的。一个鲜活的生命走了，可是还有
人在恶意揣测老师，说怎么样怎么样。
高中三年，他真的是一个好老师，每次
看见都笑眯眯的，有时候还会和我们开
玩笑。对待学生也是十分认真负责的，
有些后悔毕业以后没去看过您，我很喜
欢你也感谢你！希望你一路走好！

如今已是大一学生的小芳告诉
红星新闻记者，2014 年她在沅江三

中读高一,当时鲍某是她的化学老
师。“为人很幽默，上课经常用好搞
笑的方式讲知识点。”当小芳从QQ
空间看到老师被学生刺死的消息
后，她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这
么好的一个老师不应该这样。”

消息被证实后，小芳伤心之余
回忆起鲍老师教她时的事情，“当时
他讲‘能量守恒’，他说增加能量就
是吃饭，输出能量就是上厕所，吃得
多上厕所上得少，就是增加能量。”

被害被害
化学化学
老师老师

学生眼中的他/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为人很幽默”

秦丹是罗某杰的语文老师，从高
二开始带他，至今已近两年。13日下
午，秦老师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怎
么都没想到，自己和鲍老师关怀备至
的学生，会做出这样的事。

交谈中，秦丹一直为鲍老师的
遭遇感到惋惜，“那天班主任本不用
去学校的。”但因为觉得最近班里学
习气氛不好，就组织学生观看励志
视频，还要写观后感，“据同学们描
述，罗某杰坚决不肯写感悟，随后被
叫到办公室，有同学听到鲍老师说

‘你不写就转班吧’。”
这之后罗某杰就动手了，“当时

办公室里除了他俩没有别的老师
了。”秦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事
情后来会演变成这个样子，那天鲍
老师说了什么罗某杰又说了什么，
她不得而知，“我唯一能确定的，是
鲍老师在这整件事中的无辜。”

而在一张沅江三中老师的朋友
圈截图中，红星新闻记者看到，就在
惨剧发生的前不久，鲍某还将“胡杨
助学金”给了罗某杰，他感慨“一个

自认为爱的学生，如今却要了他的
命，多么无助……”

红星新闻记者试图联系该老
师，被婉拒。

据该校多位老师介绍，鲍老师
的家庭状况并不算好，妻子前些年
被查出乳腺癌，女儿还在读书，就在
他的班上。

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中，鲍某
被推上救护车的时候，女儿在旁边
声嘶力竭地叫“爸爸，冒（没）得事。”
场面甚是悲伤。

同事眼中的他/ “那天本不用去学校的”“他是无辜的”

十六十六
岁的岁的
学生学生

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已
从该校毕业的刘姓同学向红星新闻
记者介绍，沅江三中是当地的重点
学校，“每周都要组织看励志视频，
之后还要写感想。”而网上有自称是
该校在校学生的网友称，罗某杰没
有完成的作业，就是看完励志视频

之后的感想。
目前读高二的朱某曾是罗某

杰的同年级同学，因为成绩不好，
他留了级。“他（罗某杰）成绩很好，
常年是班里的第一名。”朱某向红
星新闻记者推测，可能是因为成绩
好所以有点傲气吧，“（罗某杰）就

不想写这个作业，后来鲍老师生气
了，说你不写就干脆转班。”之后祸
事发生。

朱某称，在大家的印象中罗某
杰“是个很老实的人”，事发后，他与
不少熟知罗某杰的同学交流，大家
都感觉不可思议。

同学眼中的他/ “他成绩很好”“常年是班里的第一名”

语文老师秦丹自认她和班主任
鲍某对罗某杰爱得深沉，“他的成绩
很好，在班上一般都是前几名，但就
是性格很内向，不太合群，我们很多
次谈话实际上都是针对的这些。”

事发后，秦丹才从学生口中得
知，罗某杰把这种关心理解为“过分
的关注与期待”。

平时秦丹和学生们不乏交流，
“不少同学，尤其女同学提起罗某杰
多有微词，觉得他看不起人，说他孤
傲。”她之前只是觉得罗某杰内向、

不合群，不喜欢上升到人格评价，但
现在来回溯，她说，“忽然觉得孤傲
这个词很适合他。”

秦丹已记不得与罗某杰的最后
一次谈话的具体日期。那是前不久
的一次月考后，罗某杰的成绩还不
错，秦丹当时找到他，表扬了几句后
便提醒他“除了学习，还要和同学们
多交流”，“你将来走入社会，就知道
秦老师的用意了。”

秦丹记得，罗某杰当时还笑了笑。
没想到不久之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发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情绪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一位
学生说，“我们老师上课都是哭着
上的。”

秦丹前天陪了学生三节晚自习，
并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做，“我就是做
到问心无愧吧，别的我也管不了。”

据益阳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
“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杰已被公安
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红星新闻记者 段睿超
实习记者 董冀宁

老师眼中的他/ “性格很内向”“孤傲这个词很适合他”

丽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
12日晚发布消息称，11月12日，涉嫌
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虚假宣传和不正当
竞争的两家涉事客栈已由古城区正式
立案，并根据初步调查取证情况，对两
家涉事客栈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责令其停业整顿、配合接受调查。

微博还称，11月11日，央视《新闻

直播间》曝光丽江古城两家客栈涉嫌
通过美团电商平台进行虚假宣传和不
正当竞争及存在服务品质低下、诱导
消费等行为。11月12日下午，古城区依
法对美团平台在本地的住宿事业部负
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其切实履行好
平台监管责任，全面清理和严格约束
入驻平台的经营户，加强对经营者资

质和信息的审核把关。目前，涉事客栈
已从美团电商平台下线。

丽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表
示，下一步，丽江市将继续发力，以

“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依法查处损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央视新闻客户端、法制晚报）

最/新/进/展/

“零容忍”责令停业整顿 配合接受调查

据央视新闻报道，李先生在网
上订购了一家“高档客栈”，然而到
达目的地之后却极为失望，客栈环
境与网络配图极其不符，楼道上随
意摆放晾衣架、上面都是衣服。更让
人难以忍受的是蚊子还特别多。爆
料人李先生说他凌晨 3 点就醒了，
由于蚊子骚扰一直无法睡着。他到
楼下去问客栈前台的时候，前台居
然调侃他，蚊子是客栈养的宠物，熏
死一只一百块。

不少客人也反映，他们也有和
李先生一样的遭遇，有的人经不住
前台人员的软磨硬泡，不得不缴费
参加他们推介的旅游项目。据业内

人士介绍，这些前台人员在丽江被
称为管家，每一家客栈有2-3名，他
们的工作就是拉客人旅游购物，然
后从旅行社或购物店拿回扣。

在丽江古城的一些客栈，让客
人进行二次消费拿回扣已成为一种
常态。丽江风花雪月连锁客栈一位
管家承认他们拿回扣的事实。

业内人士称管家一般会向客人
推介回扣高的旅游项目，比如去拉
市海骑马、到酒吧街喝酒、玉器店购
物等，回扣率一般在50%左右，有的
甚至更高。客人如果不肯参加旅游
购物，客栈一般会以满房为由要求
客人搬走。

央视暗访记者在美团网上又订
了“亲的客栈·丽江水墨印象店”的房
间。据网上介绍，这家客栈靠近四方
街和大水车，也就是古城的中心。但
记者从四方街出发走了二十多分钟
才到达客栈，不仅位置偏僻，而且不
少地段还是泥巴路，出行很不方便。

网站还介绍，这是一家豪华型
的客栈，全屋地毯、高档床具、品牌
卫浴、免费 WiFi 等。但记者到客栈
才发现，房间并没有地毯，无线网络
的信号很差，根本就上不了网。记者
摸了一下床头，上面积满了厚厚的
一层灰尘，热水壶上也是厚厚的灰
尘和污渍。

■二次消费 “回扣率一般在50%左右”
“不去可能会被要求搬走”

■刷单炒作 红包返现联系客人删差评
“不同意就每天20个电话”

丽江“风花雪月连锁客栈初见
店”和“亲的客栈·丽江水墨印象店”
在美团网上一直排名首页的前几
名，丽江古城大大小小的客栈不下
5000 家，网络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
知，那么，这两家客栈是如何把排名
做到靠前的呢？

据了解，决定网上排名的首要条
件是客栈订单量，“风花雪月连锁客栈
初见店”和“亲的客栈·丽江水墨印象
店”的订单量都是5000多，是网站最
高的。这两家客栈都是连锁的，每家都
有20家左右的加盟店，客栈管家告诉
记者，他们加盟店都有刷单任务。

据业内人士介绍，丽江古城的新
开客栈一般都要通过刷单来提升排
名，连续刷单15天左右就能排到前面。

业内人士说，好评分数也是决定
网上排名的一个关键因素，“风花雪月
连锁客栈初见店”和“亲的客栈·丽江
水墨印象店”的好评分数都是5分，也
就是满分。记者看到，这些客栈在客人
结账的时候，管家都会要求客人给五
星的好评，有的管家甚至拿过客人的
手机，自己给客栈写好评。

管家写完好评后，还把好评内
容拍下来。客栈管家称，遇到客人给
了差评，他们就马上联系客人删除

差评。联系客人删除差评时，客栈一
般会提出给客人红包返现，甚至称

“可以退一下房费，然后再退你500
块钱。”如果客人没有答应他们的要
求，他们就不停地进行电话骚扰。

“老板交待我们说你要是不同意的
话，只能每天给你打20个电话。”客
栈负责人如此解释。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
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
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
误导消费者。

！

鲍老师 据学校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