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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2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文波在
2020世界超高清视频(4K/8K)产业
发展大会上透露，对即将到来的
2021年春晚，央视总台将开展
4K、8K和VR直播。广州、深圳市
民或有机会在街头户外大屏饮

“头啖汤”，欣赏到8K超高清版春
晚的视觉盛宴。

姜文波表示，2021年央视春
晚将进行 4K高清同步制作和直
播，4K信号也将接入上海国际传
媒港影城进行影院直播。2021
年春晚还将开展8K制作，并在央
视总台内部的 IPTV网以 8K频道
的方式进行制播实验。播出内
容包括除夕之夜直播 2021年春
晚 8K版本、2021年春晚 8K经典

版等。
“上周，腾讯实验室提出要

在深圳户外大屏播出，昨天，广
州也希望能户外大屏播出 8K春
晚。”姜文波说。

2021年央视春晚还将在央视
和央视文艺两个客户端进行VR直
播，让网络用户来欣赏VR直播的沉
浸式效果。 （王丹阳 孙晶）

2021年央视春晚将试验8K直播
广州深圳街坊或有机会在街头户外大屏饮“头啖汤”

“退出家长群”这两天成网络
热词。事缘一位家长在视频中大
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

该家长认为，老师要求家
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使自己
承担了老师应负的责任和工
作，他问：“教是我教，改是我
改，到底是谁辛苦？”

该短视频引发了不少家长
共鸣。老师也表示对家长群疲惫
不堪，经常要在群里回复家长轰
炸式提问，还要满足不同家长的
各种要求，同样感到压力山大。

家长群变成问题群，背后是
老师、家长共同的升学焦虑。应
该相信大多数老师的职业操守，
他们希望家长多花些精力辅导
功课、批改作业，无非是希望学
生有更好的成绩；于家长而言，
他们希望自家的孩子获得老师

关注，希望老师对所有问题释疑
解惑，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诉
求。但这两种“人之常情”交互
激荡之下，不仅没有形成合力，
反而产生了现实错位，给彼此带
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现实语境下，“退群怎么
了”只能是一时的宣泄。面对孩
子的教育、升学，少有家长能够真
正地“想得开”“放得下”，大多数
家长一边抱怨不休一边奋力配
合。就教育而言，不夸张地说，可
谓全民焦虑，且已经造就了一个
新词“鸡娃”——就是给娃打鸡
血，指家长调动一切资源，力求使
孩子成为考学竞争的佼佼者。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本来可以看成是正面的励
志之语，但如果它变成向上流
动的狭隘路径，那大抵称不上
是什么好事。只有社会实现个
人价值的通道越来越多元，畸
形的竞争才有望慢慢消解，喧
嚣的家长群才有望渐渐平静。

期待喧嚣的家长群渐渐平静

据新华社电 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登记工作正在全国开展。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参
加人口普查登记。

下午4时许，习近平走进中南
海怀仁堂。负责登记的两位普查
员向总书记问好。这次普查采
取电子化登记方式，习近平按照
普查登记要求，逐一回答了普查
员的询问，普查员将信息输入到
平板电脑中。随后，习近平在申
报人签名栏中郑重签下自己的
名字。

登记完成后，习近平向两位
普查员了解这次全国人口普查
登记工作的情况。普查员向总
书记作了简要汇报。习近平向
两位普查员，向奋战在普查一线
的 700多万名普查人员致以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人口工作和人
口普查非常重要。我国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
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人
口普查 10年一次。今年是新中
国诞生71周年，人口普查也是第
七次了。前面 6次人口普查获取
了大量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为
党和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
策、人口政策等发挥了重要作
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新时
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也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件

大事。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国

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
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
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要
通过这次人口普查查清我国人
口 数 量 、结 构 、分 布 等 方 面 情
况，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
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
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
计信息支持。

习近平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做好人口普查工作，需
要广大普查人员付出更多努力，
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理解和支
持。11月1日起，全国700多万名
普查人员开始逐户逐人进行登
记，大家都要遵守常态化防疫要
求，同时开门迎客，支持配合普查
工作，如实申报普查内容，依法履
行责任和义务。各级普查机构和
普查人员要坚持科学普查、依法
普查，更加科学、更加精准、更加
严密地做好工作，高质量完成普
查任务。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南
海分别参加了人口普查登记。

我国的人口普查每10年开展
一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从
2020年11月1日到12月10日进
行入户登记，2021年4月开始陆续
公布普查的主要数据。

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
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这是习近平在回答普查员的询问

新华社发

羊城晚报讯 11月 2日，
2020世界超高清视频（4K/8K）
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开幕。广
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开幕式并
参观展馆，中宣部副部长、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辰席，广
东省省长马兴瑞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与会领导共同为中国
（广州）超高清视频创新产业示
范园区揭牌。

马兴瑞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出席大会的各界嘉宾表示热烈
欢迎。他指出，广东将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
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
大机遇，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
产业发展，聚焦薄弱环节补齐
补强产业链创新链，努力打造
超高清视频产业创新中心、演
示展示中心和世界级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高地。近年来，在
国家有关部委的关心指导下，
广东把超高清视频产业作为重
点培育发展的20个战略性产业
集群之一，在全国率先出台支
持产业发展的系列政策，积极
打造万亿级超高清视频产业集
群。超高清视频产业已成为广
东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名片。

聂辰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
超高清视频产业在内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大技术

创新和产业革新的产物，作为
数字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
迎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广
东始终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以
引领风气之先的战略视野，推
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加强
规划、加大投入，在 4K电视频
道建设、超高清视频创新产业
示范园区建设发展等方面都取
得了新成效。接下来，广电总
局将大力丰富超高清视频内容
供给，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加快全国有
线电视网络整合与广电 5G建
设一体化发展，提升广电网络
的超高清视频业态承载和支撑
能力；持续完善超高清视频生
态，在合作共赢中促进超高清
视频产业发展。

2020世界超高清视频（4K/
8K）产业发展大会于 11月 2日
—3日在广州举行，是我国超高
清视频产业领域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的盛会。大会以“超清
视界、5G赋能”为主题，旨在加
强超高清视频产业国际交流合
作，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
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蒋
希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领导
张硕辅、张福海、王曦，广州市市
长温国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
司董事长杨杰出席开幕式及大会
相关活动。

（谢庆裕 符信）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已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

广州设“国字头”产业示范园区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晶、王丹

阳、谭铮报道：2日，记者从 2020
世界超高清视频(4K/8K)产业发展
大会上获悉，中国超高清视频产
业已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预
计到2022年，中国超高清视频产
业总体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

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在会
上表示，过去一年来，中国超高
清视频产业取得了一系列标志
性成果。今年 1-9月国内市场
销售 4K超高清电视 2079万台，
占国内市场电视销量近 70%。

同时，国产 4K/8K摄影机、采编
播系统等前端设备实现研发和
产业化，国内主导设计、集成建
造的首台“5G＋8K”超高清视频
转播车投入使用。超高清视频
正在带动视频采集、制作、传
输、呈现、应用等产业链各环节
的全面升级换代，形成万亿级
新兴产业集群。

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局长聂辰席表示，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刚批复同意在广州
设立中国（广州）超高清视频创

新产业示范园区，相信广东省一
定能够继往开来，不断发展壮大
超高清视频产业，进一步发挥好
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

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称，
2019年，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
规模接近 1.2万亿元，同比增长
51.2%；预计到 2022年，中国超
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超过 4
万亿元。

广州越秀区当日在大会上被
授予“中国（广州）超高清视频创
新产业示范园区”的称号。

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
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

评选结果揭晓
羊城晚报社长刘海陵获长江韬奋奖，

羊城晚报同时摘得中国新闻奖一、二等奖
详见A4

广州“民营经济20条”3.0版新鲜出炉 详见A8

81个政策点闪亮登场

未来可从白云机场坐地铁到深圳
地铁机场站详细方案出炉

详见A8

2020世界超高清视频（4K/8K）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李希聂辰席马兴瑞等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在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时强调

切实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分别参加人口普查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