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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中教育监测大数据告诉你

适当艺体活动可提高学业成绩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9日24点，国家发改委上调汽柴油限价，每吨汽

油、柴油分别上调270元和260元，折合每升价格上调汽油92#0 . 21
元、汽油95#0 . 22元、柴油0#0 . 22元，创出年内最大涨幅。

隆众资讯油品分析师李彦介绍，“美国要求多国停止从伊朗进
口原油，带来供应趋紧预期，加之美国原油库存的下行预期以及利
比亚出口的不稳定等因素，都带来强力推动，最终导致国际油价大
幅上涨。”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贾婷婷介绍，随着欧佩克产量政策会议
结束，由于增产小于市场预期，缓解了多头担忧，使得油市迎来转
机。且近期美国对伊朗制裁愈演愈烈，地缘风险再起，再加上美国
库存等数据利好，令油价打开上涨通道，并创2014年11月来最高。
原油变化率正值范围内大幅上涨，成品油上调预期持续作用于市
场。9日24时成品油上调政策即将落实，且上涨幅度将刷新年内最
大值。

此次调价后，今年汽油累计涨幅为805元/吨，柴油涨幅780元/
吨。以油箱容量50L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
箱油将多花10元左右；而对满载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平均
每行驶一千公里，燃油费用增加90元左右。本次调价，车主及物流企
业已能明显感觉到成本的增加。

近期美国原油库存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制裁伊朗导致地缘局
势趋紧，都为油价带来利好支撑；同时OPEC开始小幅增产，美
国原油产量创历史新高等则带来利空抑制。国际油价多空交织，
而利好因素仍略占上风。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或搁浅的概
率较大。

成品油迎年内最大涨幅
每升价格上调约0 . 2元

□ 本报记者 王原

高中生睡眠多一小时，还是少一小
时，对成绩有多大影响？有艺术、体育
兴趣的学生学习成绩怎样？家长对高中
生的学习、生活该管多少？为什么高中
阶段家长干预子女学习越频繁，学生成
绩不升反降？吃早餐跟成绩有多大关
系？

2017年，山东省教育厅联合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开展了山东省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项目，主要测量了学生在品德行
为、学业发展、艺术素养、学业负担、
师生关系、班额标准化和家庭教育等十
个方面的内容。参测范围涉及17市137个
县区140所高中的14652名高中二年级学
生，及相关教师、校长、家长。

增加作业不一定能提高成绩

山东省高中二年级学生每天睡眠时
间在8小时以上的比例为11 . 3%；每天完
成校内老师布置作业的时间，在3小时以
下的比例为62 . 6%；没有参加过学校统一
组织补习的比例有84 . 3%。这组数据与国
家相关政策相比仍有距离，但与国内其
他地区比，睡眠时间、作业时间、补课
时间都处于较好水平。

数据显示，每天睡眠时间在8-9个小
时区间的学生学业成绩最好，在控制了
学业成绩变量的情况下，多1小时睡眠、
少1小时作业的学生群体，他们的学校满
意度更高、师生关系更好、高层次能力
更强、学习兴趣更浓。数据证明，减少
睡眠时间、增加学生作业等并不能自然
地带来学生成绩的提高，反而会影响学
生的健康发展。

研究性学习获实质性进展

开展研究性学习是我国新世纪课程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高中学生
开展研究性学习取得实质性进展，高中
入学以来，超过六成的学生至少参加过1
次研究性学习活动，有19%的学生参加过
4次及以上的研究性学习活动，28%的学
生参加过3次及以上的研究性学习活动，

43%的学生参加过2次及以上的研究性学
习活动。

难能可贵的是，能够积极主动地提
出研究问题，并能比较科学地尝试自主
解决问题的学生比例达到29 . 3%。这与长
期以来基础教育通常强调以获取书本知
识为主的学习，形成了鲜明对照。数据
显示，积极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高层次认知能
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内部
动机以及学生的学业表现，同时能够降
低学业压力。

学生艺术体育兴趣

发展相对较好

山东省高中二年级学生的艺术、体

育兴趣发展相对较好，约61%的学生艺术
兴趣较高，有64%的学生体育兴趣指数较
高，而课业学习兴趣较高的学生比例为
44%，与艺术兴趣、体育兴趣的发展存在
一定差异。

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艺术体育兴
趣，适当参加艺术和体育活动不但不影
响高中生学习，反而能促进高中生的学
业发展。数据表明，选择“非常喜欢”
和选择“非常不喜欢”音乐或美术的学
生，他们之间的学业成绩总分高出山东
省平均值近40分。

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学生在艺术
方面投入的时间不同，学生的学业成绩
总分有明显差异，学生在艺术活动上的
投入时间与学生学业成绩呈倒U形的关
系。高二学生每周投入约30分钟时间参加

艺术活动时，他们的学业成绩总分最
高，比完全不参加艺术活动的学生高出
近10分；但是每周参加艺术活动超过三
个小时的学生，学业成绩总分最低。

吃不吃早餐事关学习成绩

数据显示，坚持每天吃早餐、坚持
吃有营养的早餐，学生的学业成绩更
好。学生能否坚持吃早餐可以解释学习
成绩差异的16 . 4%。

山东省高中二年级有75%的学生能够
坚持每天吃早餐，高于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2016年对我国六个省市调查所得的
62 . 4%。不同学校的学生进食早餐的习惯
差异较大，各参测学校中，每天吃早餐
的学生比例最高可达98 . 7%，而最低的不
足50%(44 . 2%)。

营养均衡的早餐应包含肉蛋类/豆制
品、乳及乳制品、蔬菜水果及谷类等食
物。山东省高中二年级学生每周吃“牛
奶、豆浆、酸奶、鸡蛋等蛋白质食品”
三次以上的学生占总体的44 . 4%，但每周
吃果蔬类食物三次以上的学生比例为
31%，而吃谷类食物三次以上的学生比例
仅为28%，营养搭配意识仍需提高。山东
省西部地区学生、非市直学校学生早餐
营养搭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班额大小与学习兴趣负相关

全省数据显示，高中的平均班额为
53 . 4人，与山东省教育厅于2017年6月发
布的《关于建立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
长效防控及监测机制的通知》中提出的
绝对标准(不超过50人)相比，仅高出3 . 4
人。参测的140所高中里，只有1 . 4%的班
级为超大班额。

虽然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学校班额
较大，学生成绩也很好，但从山东省整
体数据体现出的趋势来看，班额与学习
兴趣的相关系数为-0 . 225(p<0 . 01)、与
学习动机的相关系数为 - 0 . 2 0 8 ( p <
0 . 05)；班额越大，学生的作业时间达标
情况比例越低，班额每增加1人，作业时
间超标的学生比例增加0 . 561%，且主观
上认为学业负担较大的学生比例增加
0 . 49%。

数据分析发现，同伴关系、师生关
系、亲子关系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学
生品德行为发展，其中同伴关系对高中
生品德行为的影响最大，学生的同伴关
系每提升一个水平，学校中学生品德行
为指数相应提高17 . 7。

家长关心生活有益学生发展

父母参与子女学习多，生活少 518

父母参与子女学习多，生活多 527

父母参与子女学习少，生活少 529

父母参与子女学习少，生活多 543

父母参与情况 子女学业成绩

不足1/3的学生认为，家长能够较好地参与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噪45 . 1%的家长很少陪孩子谈论感兴趣的电视节目、电影、新闻或书籍

噪44%的家长很少能够陪孩子一起锻炼身体（如跑步、打球、游泳、跳

绳、爬山等）

噪69 . 2%的家长总是询问孩子的考试成绩

数据显示，家长过多关注学生学习尤其是学

习结果不能够带来学生成绩的显著提升。可

见，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家长与其关心学生

的学习，不如更多地关心学生学习之外的其他

与成长有关的方面，后者对学生发展更加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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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24点，每吨汽油、柴油价格分别上调270元和260元。

非法控制电脑挖矿机获利1500万
我省公安机关破获特大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 本 报 记 者 李子路
本报通讯员 刘贵增 王爱华

近日，在公安部、山东省公安厅指导
下，潍坊市和青州市两级公安机关在“净
网2018”专项行动中，成功破获部督“1·03”
特大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20名，捣毁涉案网络科技公司2
个，扣押涉案电脑52台，查缴游戏黑客程序
1款、VPN加速器1款、酷艺VIP影视木马控
制程序1款，查缴58迅推木马增值客户端、
挖矿程序及挖矿监控程序157款。经查，
2015年以来，该团伙非法利用黑客技术控
制电脑主机389万台、挖矿主机100多万台，
非法获利1500余万元。

警方网上侦查

幕后“黑客”露真容

今年初，潍坊市公安局接到腾讯守
护者计划安全团队报案：检测到一款游
戏外挂暗藏了一款木马程序，该木马程
序具备后台静默挖矿功能（挖矿即通过

大量计算机运算获取数字货币－虚拟货
币奖励，主要耗费计算机CPU、GPU资
源和电力资源），初步统计该木马程序感
染数十万台用户机器。在公安部、省公安
厅指导下，在腾讯守护者计划安全团队协
助下，潍坊市和青州市两级公安机关成立
专案组，迅速研判案件线索，经网上侦查，

“天下网吧论坛”版主杨某某进入警方视
线。警方侦查发现，杨某某建有多个外挂
讨论群，在群文件中共享外挂程序。利用

“天下网吧论坛”版主的身份，上传含有木
马的外挂程序到“天下网吧”论坛供网民
下载。3月8日，警方将杨某某抓获。

通过审讯得知，杨某某仿冒“爱奇
艺”，编写了“酷艺VIP影视”服务端和
客户端，全国范围内发展了60多个代理，
以年卡、月卡方式向全国网吧兜售。杨
某某共向全国2465家网吧卖出年卡5774
张，季卡282张，半年卡116张，月卡3285
张，非法牟利20余万元。杨某某开发了
外挂程序，具备“自动瞄准”“透视”
“子弹加速”“子弹追踪”“物品显
示”等功能，通过社交群和论坛宣传，
并供网民免费下载发展大量用户。杨某
某为58迅推平台的大客户，利用迅推的增
值客户端控制了3万余台网吧主机，并按
照有效控制终端数从58迅推抽取提成，非
法获利26 . 8万余元。去年10月以来，又
对58迅推的增值客户端、挖矿程序进行修

改 ， 内 嵌 了 自 己 的H S R （ “ 红 烧 肉
币”）钱包地址，被控主机在挖矿时挖
到的矿币会转到自己的HSR钱包中。至
案发，杨某某已挖取了8551 . 9枚HSR币
（最高价格252元/枚，目前42元/枚）。

顺线深挖

两家专业“挖矿”公司被捣毁

据杨某某交代，其曾为58迅推增值联
盟雇佣，利用该平台增值客户端非法挖
矿共同获利。专案组迅速查清58迅推增值
联盟的幕后公司为大连晟平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掌握了大连晟平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组织架构，摸清公司幕后控制人为贺
某、公司财务主管为陈某（贺某妻子）。4月
11日，公安机关抽调精干力量50余人赶赴
大连，将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犯罪嫌疑人贺某、陈某等16人全部抓获。随
后，专案组迅速对大连晟平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的下线进行梳理并展开抓捕。4月18
日，在哈尔滨打掉迅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抓获张某、高某两名犯罪嫌疑人。4
月19日，在佛山将犯罪嫌疑人杜某某抓
获，查缴一款dll挖矿程序。

经查，自2015年以来，贺某指使公司
副总兼运营主管张某宁组织研发、测试
部门对挖矿木马研发，研发部负责研发
挖矿监控软件、集成挖矿程序，测试部

负责测试，客服部负责发展下线代理并
指导使用。下线代理从迅推平台下载增
值客户端程序后，通过多种方式将增值
客户端非法植入到网吧主机中，并静默
下载挖矿监控软件和挖矿程序运行，挖到
的矿币会转移到贺某的虚拟货币钱包中，
陈某随时进行变现提现，陈某按照控制的
终端数向代理分发提成。经统计，贺某等
人非法控制389余万台电脑主机做广告增
值收益，在100多万台电脑主机静默安装
挖矿程序，两年期间共挖取DGB币（“极特
币”）、DCR币（“德赛币”）、SC币（“云产
币”）2600余万枚，共非法获利1500余万元。

据警方介绍，违法犯罪人员通常提前
调研市面上挖取难度较低的虚拟货币，
通过云计算、显卡云计算业务非法控制
用户的电脑主机，植入这种虚拟货币的
挖矿程序进行挖矿，在挖取到大量矿币
后迅速进行变现提现，牟取高额利润。
而被植入挖矿木马的用户电脑主机经常
长期高负荷运转挖矿的情况下，显卡、
主板、内存等硬件会提前报废，严重损
害网络用户的权益。

警方提醒，不要贪图蝇头小利安装
来源不明的软件程序、点击来源不明的
网站链接和访问非法网站。安装正规杀
毒软件及时更新升级，电脑卡顿、温度
过热时，利用杀毒软件查杀或者请技术
人员进行检查。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7月9日讯 林业有害生物灾

害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严重制
约林业发展。记者今日从省林业厅获悉，
根据省森防统计报表数据，1－6月份（截
至6月15日）全省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种
类29种，发生面积477 . 08万亩（其中轻度
441 . 51万亩，中度24 . 63万亩，重度10 . 94
万亩），同比上升了6 . 07%，成灾面积9 . 42
万亩。全省共投入防治资金23984 . 39万
元，防治作业面积3361 . 45万亩次，无公害
防治面积3175 . 58万亩次，防治率97 . 72%。

近年来，山东林业有害生物呈范围扩
大、危害加重态势，已成为制约我省林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上半年林业
有害生物总体发生特点来看，外来有害生
物进一步扩散，形势严峻：松材线虫病新
增2个县级疫区，老疫区疫情反弹；日本
松干蚧在鲁中扩散蔓延，发生面积上升，
危害严重，加上低温冻害和干旱等气候因
素影响，造成2万多株松树死亡；美国白
蛾在多地反弹，11个市发生面积上升。杨
树舟蛾等食叶害虫发生面积上升，局部地
区危害严重。松阿扁叶蜂在鲁中地区危害

严重。其它林业有害生物与去年持平或者
下降。根据预测，下半年全省增加发生面
积将在260万亩左右。

在防治方面，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省重大林业危险性食叶害虫传播扩
散具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属性，繁殖能力
强，混合交替发生，易暴发成灾。应充实
一线监测普查人员，配备先进的监测仪
器，扩大监测覆盖面，科学认识和准确把
握其发生发展规律，提高预报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对发生较重的区域，必须及时组
织应急防治。即采取以无公害药剂为主的

应急性措施开展防治，严防扩散蔓延成
灾。对虫害特别严重大面积暴发成灾的区
域，采用飞防和地面喷雾防治。对于发生
面积较小且集中的地方，采取人工地面喷
雾防治。对发生较轻的区域，大力推广生
物制剂防治和人工物理防治，适时开展生
物防治、性信息素诱捕和黑光灯诱杀防
治。在防治中，要特别注意避免对桑蚕、
鱼、虾、蟹、蜜蜂、蚂蚱等养殖区非靶标
生物的伤害。突出抓好境内高速公路两侧
树木和重点部位重大食叶害虫的防控，确
保不发生大的灾害事件。

林业外来有害生物发生面积上升
上半年我省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率97 . 72%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丁之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块来到幼儿园，提前介入

指导从手续办理到园内各项设施建设的各项细节，还联合现场勘验，
我们一次就通过了。”7月5日，青岛市李沧区青峰路幼儿园惠水分园
园长吴月芳告诉记者，在李沧区“你有事我来办”小分队的上门服务
过程中，开园过程中不但没走一点弯路，甚至都没“跑腿”。

幼儿园开园需要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多个证件，这需
要在食药、卫计、教育等四个部门分头递交材料、申请现场勘验、办
理手续。四年前，在开办第一所幼儿园分园时，吴月芳在这四个部门
分头跑了四五次，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不说，效果也是大打折扣，
“当时因为二次更衣室的位置设置不当，幼儿园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再
拆再改，改后再申请重新勘验，差点耽误了正常开园”。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李沧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选拔各部门业
务骨干，成立“你有事我来办”小分队。这只“全能型”的机动队伍
整合了厅内服务力量，打破了大厅内的部门界限，提供人性化的暖心
上门服务。李沧区青峰路幼儿园惠水分园的开办过程中，就体验到了
这种上门服务。“从跑‘4*N’次腿，到‘零跑腿’，过了四年，体
验太不一样了。”吴月芳很是感慨，这次办手续，她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了政府服务理念的变化。

李沧区在调研中发现，部门之间的业务界限往往是导致“零跑
腿”落空的主要因素。为此，李沧区建立起内部业务科室协同机制和
工作联动机制，将部门内部“各把一摊、各管一段”变为审批服务相
互配合、密切协同，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变为“全能选手”。记者了
解到，通过探索网上预审+出件快递、网上预审+双向快递、网上预
审+现场勘查收取材料+出件快递、机动队伍上门服务等方式，目
前，李沧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的178项行政许可事项已100%实现“最
多跑一次”，除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核
发两项外，其余176项实现了“零跑腿”，占比达到98 . 9%，这一水
平在全省领先。

“你有事我来办”小分队上门服务

李沧区176项

行政审批“零跑腿”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冯刚 车慧卿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6日－7日，丁肇中教授访问山东大学时表示，

今后将邀请更多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学者和学生参与AMS项目探测与
寻找反物质和暗物质研究工作，希望山东大学可以作出更重要的贡
献。他认为，预计到2024年，人类将对反物质最终结果和暗物质来源
得出决定性结果。

山东大学2004年起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阿尔法磁谱仪（AMS）
项目，14年来，山东大学先后有近60人在欧洲核子中心、意大利航天
局航天观测中心、欧洲航天技术中心工作，平均每个人在AMS项目
组工作近两年时间，为AMS探测器的建造、监测和数据分析作出积
极贡献。同时，参与AMS项目对学校尤其是对热科学学科的发展起
到推动作用，学校将继续积极参与和支持AMS项目的研究，并根据
AMS项目的需要，山东大学还计划派出物理学科，特别是粒子物理
方向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参与到AMS项目组中，从事探测和寻找暗
物质的研究工作。

丁肇中教授介绍了AMS项目的进展以及取得的重要成果。他指
出，山东大学设计、制造的热控制系统为AMS项目顺利进行作出决
定性的贡献，这一成就为美国宇航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亚琛
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世界一流的航天集团和学校所公认，没有山
东大学热工程的贡献，AMS就不会存在。丁肇中认为，预计到2024
年，人类将对反物质最终结果和暗物质来源得出决定性结果。

AMS项目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计划之一，也是国际空间
站上唯一的永久性科学实验装置，其科学目标是探测宇宙中是否存在
暗物质和反物质。

丁肇中高度评价山大参与暗物质研究

暗物质来源

预计2024年有决定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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