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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是啥

即专门教授科
学（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和
数学（Mathematics）
四门学科基础知识
的课程。

中国教育新需求：编程，编的是前程
媒体关注STEM教育市场：不少父母希望孩子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占得先机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
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
涉产权案件。

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原物美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诈骗、单位
行贿、挪用资金一案，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于2009年3月30日作出终审判
决，认定被告人张文中犯诈骗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
十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认定被告
人张伟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认定
被告单位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犯

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三
十万元。原判生效后，原审被告人张
文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
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
月21日以（2015）冀刑监字第156号驳
回申诉通知书，驳回其申诉。2016年
10月，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向最高人民
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
认为，原审被告人张文中提出的申诉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
的重新审判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
二款的规定，决定提审本案。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原广东科龙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扬州科龙电器有

限公司、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或法定代表人）
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
信息，挪用资金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作出终审裁定，
认定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
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六百六十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资金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
元。2012年9月，顾雏军在刑满释放后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3年12
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将顾雏军申诉
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2014年1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对顾雏军申诉立案审查。在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申诉进行审
查期间，顾雏军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
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提出的申诉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四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的
重新审判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
款的规定，决定提审本案。

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确认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纠纷一案，李美兰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该
院再审认为，本案原一、二审判决基
本事实认定不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

是否存在低价转让情形、股权受让人
是否存在恶意等其他事实亦有待进
一步查清，且再审期间出现了关联案
件仲裁裁决被撤销、法院立案受理股
权转让协议撤销之诉等新情况，为彻
底查清本案事实，依法公正处理，裁
定撤销了原一、二审判决，指定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对于张文中案，将由最高人民
法院直接提审；对于顾雏军案，将由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
最高人民法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
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
负责的态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对上述两案依法公开、公
平、公正审理。 据新华社

国防部：
武警部队
不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国防部28日举行例行记者会，国
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武警部队
领导指挥体制调整等问题回答了记
者提问。

任国强说，党中央决定，自2018年
1月1日零时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
指挥体制。

“这次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
制的关键和核心，是加强党中央、中央
军委对武警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任
国强说，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武警部
队的根本职能属性没有发生变化，不
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国始终高举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奉行防
御性的国防政策也没有发生改变。

据新华社

韩日慰安妇协议
被曝有秘密条款

韩国外交部一个工作组27日说，
朴槿惠政府2015年与日本签署的《韩
日慰安妇协议》中，存在部分秘密条款，
而保密理由是怕招致韩国民众不满。

调查显示，朴槿惠政府在签订协
议前未充分听取受害者意见，给受害
者及其家人、广大市民带来心灵伤害。

韩国外交部的韩日慰安妇问题协
议审查专案组27日说，在秘密条款中，
韩国政府承诺努力说服涉慰安妇公民
团体接纳协议，不援建海外慰安妇少
女像。此外，日方希望韩方不要使用

“性奴隶”一词，韩方在秘密条款中回
应称韩国政府只用“日军慰安妇受害
者问题”这一官方提法。

2015年12月28日，韩日政府签署
《韩日慰安妇协议》，称双方就慰安妇
问题达成“最终、不可逆转的一致”。专
案组调查显示，韩方在谈判过程中最
先提出“不可逆转”的表述，旨在强调
日方谢罪道歉的不可逆性；但在达成
的协议中，却被用于描述解决慰安妇
问题的不可逆性。

据韩联社解读，工作组的调查显
示，韩方在谈判过程中向日方妥协太
多，于是隐瞒诸多协议内容，以期减少
韩国民众的不满。

日本政府27日反应强烈，外务大
臣河野太郎敦促韩国政府切实履行协
议。前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也作出类似表态。 据新华社

STEM教育的快速发展前景，正吸
引着新人们不断加入，尤其是江苏省今
年实行试点，鼓励幼儿园等学校开展
STEM教程之后。这或许是未来STEM
将加入学校官方课程的一个标志。

深圳创客工场科技公司创始人王
建军说，“在STEM教育业内没有一个标
准，有资质教师的缺乏，是一大挑战。”

在创客工场举办的Make X全国机

器人挑战赛中，14岁的青岛参赛者吉
米·陈说，他的老师就不是一名专业的
机器人制造者。“在拿到任务、负责帮助
我们参赛后，他才开始学习如何DIY一
个机器人，以及如何为它设计程序。”

其实，中国缺乏的不仅仅是有资质
的STEM教师。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
在未来几年内，对各类和AI相关的专业
人士的需求将达到500万。然而据领英

截至今年3月的数据显示，未来90%的
AI领域相关职业都存在人才缺口。

虽然学了半年的STEM课程，5岁
的小女孩吴田野至今没有产生任何兴
趣，但她的父亲称还没有放弃，“我们月
收入的三分之一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
上。在亚洲，什么都要竞争，做父母也是
一样。”他说。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编译报道

央行出手！
条码支付将设单日限额

12月28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
《央行出手 条码支付告别“无证驾
驶”》的报道。文章称，快速发展的条码
支付业务将告别“无证驾驶”，迎来监管
规范。人民银行27日正式发布《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印发＜条码支付业务规范
（试行）＞的通知》，并配套印发安全技
术规范和受理终端技术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规范》提出“对消费者使用条码

支付付款进行交易限额管理”，建立了
动态条码支付的风险等级与对应的交
易限额：对于采用数字证书或电子签
名在内的两种（含）以上有效要素进行
验证的，条码支付交易限额由市场主
体（银行、支付机构）与客户自行约定；
对于采用不包括数字证书、电子签名
在内的两类（含）以上有效要素进行验
证的，单个银行账户和所有支付账户、
快捷支付限额5000元/天；对于采用不
足两类有效要素验证的，业务限额
1000元/天。对于静态码，则不区分交
易验证方式，均为限额500元/天。

据新华社

对5岁的小女孩吴田野（音译）来
说，她有太多事情要做。除了常规的幼
儿园课程外，她还要学习STEM课程，
即 专 门 教 授 科 学（Science），技 术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
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基础知识
的课程。

该课程将搭建乐高积木和软件技
术结合到一起，使得孩子在学习编程之
余，还能动手打造功能性的玩具机器人
和其他机器，每节课的学费为200元。

“我并不期待女儿未来能以编程为
生，但我希望她能做好准备，未来的世
界里人类将不可避免地和机器人协力
合作，以及与各种机器接触。这将是人
工智能领域里的高级技能。”女孩的爸
爸吴云贺（音译）如此说道，他目前在北
京工作，从业的领域为广告业。

STEM教育虽然从美国兴起，但如
今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中国香港
的《南华早报》报道称，在技术领域方
面，无论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中国
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在这样的大环
境驱动下，中国的“虎爸”“虎妈”们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
占得先机。

据研究机构东吴证券的统计，中
国目前的STEM教育市场规模约为96
亿元，五年内的潜在市场空间可达520
亿元。而据东吴证券估计，中国18岁以
下的学生中，大约有4%的人在参加此
类课程。

业内人士认为，自国务院今年7月
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小学
和中学教育课程中将设置AI相关课程
之后，中国的STEM教育市场还将进一
步得到巨大推动。

“在我看来，中国对编程教育的需求，

将会像学习英语一样，”深圳编程猫（点猫
科技公司）创始人李天驰说道，他所创办
的公司专为6岁至16岁学生提供在线编程
课程。“在全球化的时代，掌握英语就是一
项基本的技能，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里，编
程也将成为一种基本技能。”

创建于2015年的编程猫于今年11
月时正式对外宣布，公司已获得高瓴
资本领投的B轮1.2亿元融资。从当年6
月份开设付费在线课程至今，编程猫

如今已有超过3万名付费消费者。该公
司提供的课程，主要教授学生如何设
计自己的在线游戏，甚至开发个性化
的应用软件。

“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中国学生
中，只有不到1%的人学习编程。和学习
英语的人相比，这个渗透率太低了，因
此潜在的市场非常巨大。”李天驰说道。

该领域的另一位参与者刘扬，是北
京最大的传统实业公司STEM教育提供
商“火星人俱乐部”的创始人。他说，对北
京的部分父母来说，两小时一节的课程
花费300元到400元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已不需要再去推广这个市
场，大多数的父母们都明白让孩子学
习STEM课程的重要性。”3年前创建该
公司的刘扬说道。

今年共有2000名学生参加了公司
的线下课程，而刘扬期望，2018年这个

数字能够翻倍，增加至4000人。不过，
这并不包括公司的线上课程和DIY机
器人产品的销售数据。

虽然被炒得很热，但和中国整体
的在线教育产业425亿元的收入相比，
这一市场规模仍旧相对较小。

“因为STEM并没有正式被列入中
国教育系统的课程中，所以大多数父母
将其视作‘饭后甜点’，并没有受到像英
语或数学一样的对待，若想进入一所好
的大学，这两项课程是必修课。”

在火星俱乐部的学生里，三四年
级学生的父母中，有80%的人表示他们
在第一年的课程结束后将再续费一
年。但五六年级学生的父母里，有1%的
人表示愿意，尽管孩子将面临升入一
所好中学的压力。

虽然让5岁的女儿学习STEM课
程，但吴云贺认为，自己并不算一名

“虎爸”。“我给女儿报的训练课是为了
鼓励她探索更多兴趣，而不是为了在
考试中拿到高分。”

孩子
能得到什么？

市场
能得到什么？

父母
能得到什么？

这类教育
还缺少
什么？

“中国编程教育需求 将会像学习英语一样”

“不到1%的人学习编程 潜在市场非常巨大”

“大多数父母明白重要性”“不是为了考高分”

不仅缺有资质的教师 90%相关职业存缺口

前景如何

据统计，中
国目前的STEM
教育市场规模约
为96亿元，五年
内的潜在市场空
间可达520亿元。

学些什么

该课程将搭建
乐高积木和软件技
术结合到一起，使得
孩子在学习编程之
余，还能动手打造功
能性的玩具机器人
和其他机器，每节课
的学费为200元。

谁在学习

据估计，中
国18岁以下的学
生中，大约有4%
的人在参加此类
课程。

最高法直接提审顾雏军案
人民法院决定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两件由最高法直接提审

课程结合了搭建乐高积木和软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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