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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导读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之后 52 4“燕京学堂”争议考问高校决策机制 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学生留学

国家发改委出台的 《高等学校教
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规定，
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由人员支出、 公用
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固
定资产折旧四部分构成。 其中包括：
教职工基本工资、 奖金， 办公费、 水
电费、 物业管理费， 房屋建筑物折
旧、 设备折旧等。

原国家教委在 《关于普通高等
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
中提出， 学杂费、 住宿费具体标准
由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教育、
物价和财政部门确定。

原国家教委在《高等学校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学费占年生均
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和标准由国家
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做出原
则规定。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学费标
准审批权限在省级人民政府。在现阶
段，高等教育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
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关于建立和
完善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的通知》规
定，教育收费决策听证是指制定重要的
教育收费标准前，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主持，请社会有关方面对其必要性、可
行性进行论证。

收费标准十多年未变，办学成本上扬———

高校学费调整难题求解

■本报记者 宋伟涛 沈大雷

2014年浙江高考成绩已经出炉，
这几天， 考生们都在忙着填报心仪的大
学。 与此同时， 浙江正式启动公办普通
高校的学费调整程序。

继2013年福建、 广西、 山东、 湖
北、 湖南、 天津等地发布公办高校学费
调整信息后， 今年以来， 宁夏、 江苏、
贵州亦相继公布2014年秋季普通高校
学费新的执行标准， 江苏公办高校学费
平均涨幅为16.4%， 宁夏、 贵州的平均
涨幅分别为49.7%和34.6%。

对此， 教育部、 国家发改委等五部
门在近日联合下发的 《关于2014年规
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
意见》 中， 对学费调整问题做了明确说
明， “要规范普通高等学校收费行为。
各地要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 因地制宜
建立健全高等学校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 建立合理的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
制”。

高校学费调整， 事关千万学子， 牵
动千家万户， 社会公众高度关注。 高校
为什么要涨学费？ 学费该如何涨？ 高校
办学成本应如何核算？ 对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如何救济？ 针对这一系列公众关
注的焦点问题， 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

学费为何涨？
10年收费未能“水涨船高”
在这一轮学费涨价潮中， 福建成为

首个“吃螃蟹者”。 2013年4月， 该省

下发通知， 从当年秋季学期起， 提高部分
福建本科高校学费标准， 最高上浮30%。
此后， 多个省份陆续跟进， 启动本省学费
上涨程序。

事实上， 一年多来， 高校学费“上涨
潮” 的释放绝非偶然。 记者调查发现， 在
本次调整前， 各地高校的学费标准自
2000年新一轮高校扩招以来一直未做系

统调整。
2001年至2006年， 教育部、 财政部和

国家发改委每年都要专门下发通知， 强调
“高校的学费和住宿费的标准要稳定在
2000年的水平上， 不得提高”。

经历了几年的稳定期， 2007年， 不少
省份开始酝酿调整高校学费。 当年5月， 国
务院颁布 《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
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要求“今后五
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 住宿费标准不得
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 这让高校学
费调整工作又进入五六年的“休眠期”。

从2000年至今， 十几年间， 社会物价
水平和学校办学成本大幅上扬， 而基本维
持不变的学费标准让各高校普遍感到较大
的经费压力， 特别是对公共财政投入不足
的省属高校来说， 更是“压力山大”。

以山东省为例， 去年10月， 山东省物
价局有关负责人在该省普通高等学校学费
标准结构调整听证会上坦言， “与总体物
价水平相比， 2000年以来山东省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累计上升31.2%， 高校收费水
平始终未有大的变动”， “现行筹资规模难
以满足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 学校面
临现行收费标准偏低， 收费标准结构不合
理的矛盾”。

在本轮学费调整中， 宁夏的调整方案
调整幅度最大。 今年2月， 宁夏继2008年
拟上调普通高校学费标准未果后， 再次召
开价格听证会。 在3种学费调整方案中， 最
高由现在的每学年3119元调整到每学年
5096元， 平均涨幅为63.38%。 6月23日，
宁夏学费调整方案最终确定， 平均学费调
整为4670元， 平均涨幅为49.7%。 此外，
允许宁夏大学在调后标准基础上上浮10%，
允许其他本科高校重点、 优势专业在调后
标准基础上上浮10%。 宁夏物价局收费管
理处工作人员张强告诉本报记者： “宁夏
这次调整力度这么大， 要历史地看待。 我
们在2008年就曾想调整学费， 但因为国务
院对高校收费政策冻结未获批准， 导致宁
夏的高校学费一直偏低。 文科学生每年学
费2600元、 理科生2800元， 在全国排第31
位。”

针对听证会现场学费上涨幅度引起的
争议， 张强说： “代表们的意见集中在学
费上涨幅度上， 大家认为上涨30%到40%
应该比较合适， 但我们学费上涨一直遵守
国家规定的‘25%红线’ 没有超越。”

张强所说的“25%红线”， 是指1996年
原国家教委在 《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 中规定的， “在现阶段,高等教育学费
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
过25%”。 根据宁夏听证会上提出的3种方
案， 调整后的学费分别占生均培养成本的
21.58%、 23.12%和25%， 在最终方案中，
学费占生均培养成本的比例为22.5%， 未
超过25%。

（下转第三版）

今日 焦聚

山东支持本科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

每个试点专业补贴300万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近日， 山东省教

育厅、 省财政厅决定实施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专业发展支持计划， 进一步提高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 并设专项资金支持专业建
设， 每个立项试点建设专业支持额度300万元
左右。

据介绍， 山东将按照扶优做强、 突出重
点、 特色发展的思路， 在全省普通本科高校试
点建设一批行业属性强、 发展优势明显、 具有
示范带动作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骨干专业， 适
应应用型人才知识、 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新
要求， 积极开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改革， 创
新人才培养。

试点工作主要面向承担2014年“知识+
技能” 春季高考招考任务的公办本科高校，
重点支持建设25个左右不同特色专业。 试点
建设专业要用3年左右时间， 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 改革课程体系， 研究制定适应应用型人
才培养要求的课程标准， 完善实验实践教学
体系等。

甘肃补贴百人以下村小和教学点

每校增拨1.9万补助资金
本报讯（记者 冲碑忠） 甘肃省财政近日

向全省百人以下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增拨1.55
亿元公用经费补助资金， 以确保村小和教学点
正常运转。

据统计， 截至目前， 甘肃全省百人以下
学校有8113所、 学生32.2万多人。 甘肃省财
政和教育部门积极协商， 增加百人以下的农
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公用经费， 在按生均
每年小学生600元、 初中生800元划拨经费的
基础上， 按平均每校1.9万元标准增拨补助资
金， 共计1.55亿元。 目前， 农村学校义务教
育公用经费资金已全部下拨到县区财政部
门。

近年来， 甘肃进行以“四个集中” 为主要
内容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 整合教育资
源，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与此同时， 为满足农
村偏远地区孩子的上学愿望， 根据当地老百姓
的需求， 教育部门科学布局、 合理规划， 保留
了一定数量的村小和教学点。

广西将投1亿元解决农村校“大通铺”

确保寄宿生“一人睡一床”
本报讯 （记者 周仕敏 实习生 吴秀

欢） 记者近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获悉，
为解决农村中小学寄宿生“大通铺” 问题， 广
西将优先投入1亿元集中采购13.39万套学生用
床， 让农村住校孩子能“一人睡一床”。

今年初， 广西在自治区教育大会提出， 计
划在2014年至2017年筹措1000亿元， 新建和
改扩建一批学校， 同时解决城镇学校“超大班
额” 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大通铺” 问题。

广西要求， 各地农村中小学正在实施校舍
改造工程的， 在暑期应抓好施工黄金期， 加快
建设进度， 力争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竣工交付使
用， 为课桌椅、 床架的安置提供条件； 各农村
中小学应对现有的校舍、 宿舍进行清理和调
剂， 满足寄宿制学生需求； 杜绝集中择校， 在
今年秋季学期入学时严格就近入学制度， 避免
出现收进寄宿生而又没有能力安置， 导致出现
几个学生挤一张床的现象。

化解教师招考之困需把握关键环节
■汪明

在当前中小学教师招考过程中，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遇到不少困
扰， 其中最大的困扰是想招的教师进
不来、 招来的教师不合意， 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在教师招考过程中的地位
颇显尴尬。 何以造成这种局面？ 教师
招考之困如何化解？

事实上，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并不复杂， 其实质就是教育行政部
门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力职责
划分不清， 教育行政的权力配置失
衡。 由于权力职责划分不清， 直接
诱发教师招考的后续实施过程不科
学、 不合理问题。 当前， 亟须从制
度层面对此加以审视， 并从关键环节

入手切实加以扭转。
首先， 教师招考的权力边界需

要进一步明晰。 按照权力边界设
定， 在教师招考过程中， “以教育
行政部门为主， 人社部门为辅” 的
教师招考机制需要进一步加以明
确， 这既是教育事权与人权相统一
的要求， 也是明晰教师招考权力边
界的核心所在。

其次， 教师招考的组织实施需
要进一步统筹。 地方人社部门和教
育行政部门双方各自所应承担的任
务同样需要加以明确。 一是招聘岗
位和资格条件确定。 目前， 通常是
由学校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具体的
招聘计划， 教育行政部门将学校招
聘计划一并汇总到当地人社部门，

由人社部门统一向社会发布招考信
息。 二是组织招考工作。 从规范的角
度看， 考试的组织实施， 应当采取
“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 人社部门为
辅” 的机制。

从考试内容看， 很多地方将招考
普通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的考试内
容简单移植到教师招考中， 明显缺乏
针对性， 甚至给学校招考教师带来极
大困扰。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到教师
职业的特殊性， 考试内容的确定应当
依据教师职业和岗位特点， 在注重综
合能力测试的同时， 尤其需要强调教
师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测试， 突出实
践环节的考核。

再其次， 教师招考的监督机制需
要进一步完善。 严格把好教师准入

关， 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教师资格制
度，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招考工作
的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防范学
校在教师招考中把关不严， 近年来各
地在招考教师中对学校权力进行约
束， 此举固然非常必要， 但将学校完
全排除在教师招考工作之外， 从某种
程度上讲是一种追求简单公平的做
法。 即使是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 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从“学校
人” 向“系统人” 转变过程中， 学校
在教师招考中的相关权力仍然应当得
到尊重， 这也是体现学校人事管理自
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完善教师招考监督机制， 确保面
试环节公平公正至关重要。 在由教育
主管部门主导的面试考核中， 参加面

试考核的成员既可包括本地专家， 也
可吸收外地专家； 既可包括学科领域
专家， 也可吸收教育领域的其他专
家， 同时还可吸收相关学校的人员参
与面试。

从深层次来看， 目前教师招考工
作的不科学、 不合理问题如此引人关
注， 在于它直接关系一个地区、 一所
学校教师队伍的合理构建。 从进一步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视角看， 除了需
要注重顶层设计， 从关键环节入手，
尽快化解教师招考中的种种困扰， 还
要将健全教师编制动态管理机制、 完
善教师退出机制等问题提上日程， 认
真研究解决。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新浪微博

□关注教师招考特别报道之专家篇①

高校学费相关政策

□新闻链接

高校为什
么要涨学费？
学 费 该 如 何
涨？ 高校办学
成本应如何核
算？ 对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
如何救济？ 针
对这一系列公
众关注的焦点
问题， 记者展
开 了 调 查 采
访。

我国高校在实
行收费入学的同
时， 普遍实行国家
奖助学金， 推出助
学贷款政策， 同时
开设入学“绿色通
道”， 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入
学， 确保没有一个
学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而失学。 图为
2013年8月27日东
南大学开辟“绿色
通道”， 为报到的
大学新生办理国家
助学贷款。

CFP供图

上海出台高校毕业生创业优惠政策

自主创业大学生增七成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记者近日从上

海市教委获悉， 上海为高校毕业生推出一系
列创业优惠政策， 包括贷款担保、 场地支持、
税收优惠等， 自主创业毕业生较去年增加了
七成。

2014年上海高校实际毕业生数为17.56万
人。 上海为创业毕业生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和
贴息， 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50万元至200万元
额度的担保贷款， 或申请最高额度为15万元
的创业前担保贷款。 上海开发了50多个创业
园区， 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注册经营场所；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 前3年在
一定额度内依次扣减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
税等。

截至6月底， 上海有828名高校毕业生选
择自主创业， 比去年同期增加70.7%； 545人
领取自主创业证， 比去年同期增加38.3%， 其
中研究生389人、 本科生111人、 高职专科生
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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