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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政府服务后有市场承接，打通大学生创业“最后一公里”

35 家创业企业登陆北京大学生创业板
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讯 （记
者 万玉凤） 今天上午，北京工
业大学 5 家大学生创业企业登陆
北京四板市场企业专场，至此，
北京已有 35 家大学生创业企业
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敲锣挂牌。
登陆后，它们可获得融资、培训
辅导、股权管理、转板上市等专
业服务。
近年来 ，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教育深入推进，北京市通过加

大培训力度、给予资金补贴、
提供贷款支持等多措并举，扶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创业活动日
趋活跃。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
目前，该校大学生创业团队达
200 余支，其中有 40 支学生创
业团队注册了公司。但受自身
和外界条件所限，不少初创企
业都会面临缺少资金、缺乏抗
风险能力、欠缺政策统筹支持
等困难。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中关村
股权交易服务集团联手打造了大
学生创业扶持平台，并得到了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等高校以及海淀区人民政府大
力支持，此举引入市场机制，实
现政府+市场+高校的多轮驱
动，这种“前有政府服务，后有
市场承接”的工作模式，在国内
尚 属 首 创 ， 自 2016 年 启 动 以

来，成效日渐显现。
北京市 首 设 的 大 学 生 创 业
板，作为大学生创业企业的资
本市场孵化器，帮助其规范健康
发展、实现股权或债务融资，对
接更高层次的资本市场。创业板
完全采取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
在北京四板市场设立独立板块，
为挂牌的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融
资、培训辅导、股权管理、转
板上市等专业服务。挂牌企业

报告显示，高校依章办事意识明显增强

本报三沙 5 月 25 日讯 （通讯
员 张立 记者 高靓） 今天，
海南琼台师范学院永兴岛成人学
历继续教育函授教学点在三沙市
永兴岛正式挂牌成立。琼台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李湖、三沙市副市

长徐志飞共同为函授点揭牌。
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远离大
陆，是祖国南海边疆岛屿。2015
年，琼台师范学院与三沙市人民
政府合作共建三沙市永兴学校，
目前幼儿部和小学部已步入正

轨，还组织开展了 60 多期职业教
育培训，成为丰富驻岛军警民业
余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平台。为
进一步满足岛上军警民的学习需
求，琼台师范学院经过前期调研，
与三沙市政府协商，成立永兴岛

成都大学学生代丽飞带着奶奶上大学

“照顾瘫痪的奶奶，
这是本分”
本报记者 鲁磊 通讯员 李燕霞
“醒得了，醒得了……”看
见轮椅上的奶奶睡得越来越
沉，还不时打起了鼾，
代丽飞轻
轻地分开奶奶的眼皮，贴在奶
奶耳旁呼喊着。
“奶奶偏瘫活动
量少，再嗜睡的话可能造成血
栓。”紧接着，她一边麻溜儿地
帮奶奶梳头，一边端着冲好的
奶粉，看着奶奶一口一口喝下
去。安顿好奶奶，她急匆匆地
骑上自行车，
到教室上课。
从高二到大二，从 16 岁
到 20 岁，成都大学护理专业
学生代丽飞不离不弃地照顾瘫
痪的奶奶和智力损伤的爸爸，
她说，“这是本分”。
代丽飞高二那年的一天，
82 岁的奶奶毛玉芳突发脑溢
血被送进医院，一纸“脑溢血
致使偏瘫”的诊断书摆在全家
人面前。叔叔姑姑们皆年过花
甲，丽飞的爸爸自小因患脑膜
炎导致智力低下，家人无奈，
只好把奶奶送到养老院。
丽飞自小是奶奶抚养长大
的，往事一幕幕在她的眼前闪
过，邻居给的一颗糖，奶奶都
会细心地用手帕包好，回来给
她一个“惊喜”。
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奶奶，
代丽飞心里打定主意：“奶奶
对我有恩，我得自己照顾
她。”她把奶奶接回了家，那
一年她才 16 岁。为了更好地
照顾奶奶，本来想当老师的她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了护理
专业，2016 年 9 月，她带着
奶奶一起上了大学。
得知代丽飞的实际情况，

（网络图片）

代丽飞在照顾偏瘫的奶奶。
学校为她办理了校外住宿，并联
系了资助。从此，代丽飞每天下
课后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躺在
床上的奶奶翻身、换衣。老人长
时间卧床，容易盗汗，每天至少
要换 4 次衣服。
一日一日的重复，代丽飞总
结出了经验：每次换衣服不能太
慢，
不然容易受凉；
躺着容易引起
坠积性肺炎。身高 1 米 6 的她，
每
天都要一次次地抱起奶奶坐上轮
椅，
再打上一盆水，
从指关节到脸
仔细给奶奶擦洗。

新时代教师风采 学前教育宣传月
特别报道

4 年里，周围人对她的选择
很是不解，
“负担”
“累赘”这类
字眼成了奶奶身上的标签，丽飞
很想告诉别人：“奶奶和爸爸不
是负担，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全
部！生活曲曲折折，我只是选择
了在该爱的年纪去爱。
”
代丽飞也有梦想，她憧憬着
站上三尺讲台。现在，她一边上
课，一边淘来师范专业的二手书
学习，周末还去做家教“锻炼”。
她把每月剩下的钱都存起来，
“以
备奶奶不时之需，以后还可以捐

给有需要的人”
。
“奶奶和爸爸都在我身边，
是我最大的幸福。”最近，代丽
飞做了一个梦：她趴在奶奶肩上
唱着童谣，奶奶身轻体健走在田
埂上，家里养的狗狗“串串”跟
在后面使劲儿摇尾巴，空中回荡
着一家人相依相扶的欢笑。
代 丽 飞 在 接受媒体采 访时
说：“我愿意站出来讲述我的故
事，但最终目的不是宣传我，而
是希望让更多人有孝顺之心。”
本报成都 5 月 25 日电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中国教育报 联合主办

管国勤 在幼儿的心田拨动最美琴弦

感 动 江 苏 教 育 人 物 ——
2016 年最美幼儿教师、高邮市
三垛镇中心幼儿园园长管国勤，
是高邮三阳河畔走出来的乡村教
师。一路汗水一路歌，凭着对幼
教事业的挚爱，她一干就是 37
年，在幼儿纯洁的心田里，始终
拨弄着她最美的琴弦。
1981 年，高中毕业的管国
勤怀揣着青春梦想踏进了幼儿
园这片热土。她爱孩子，孩子
也爱她。每个孩子都是她割舍

不下的牵挂。多年来，孩子们
毕业了一批又一批，但她“爱
心妈妈”的角色却从未改变。
1984 年，管国勤被调到武
宁乡中心幼儿园任园长。武宁
乡中心幼儿园两个教学班、40
多名幼儿，只有 4 间教室，条
件非常简陋。管国勤陷入了沉
思，怎样改善全乡的幼教环
境？她决定将全乡有限的幼教
经费集中管理，统一规划，勤
俭办园。幼儿园购买桌椅，为
了节约运费开支，她带着一名
教师亲自撑船到七八里外的家
具厂购买。当时正是严冬，寒
风刮到脸上如刀割一般，竹篙
上的冷水冻麻了双手，可一想
到孩子们马上有新的桌椅用

了，想到这一趟节省的经费可
请经费。大楼建成后，各类设施
以添置不少的教玩具，她就忘
设备要尽快到位，要打造优良的
记了寒冷和疼痛，觉得特别开
园所环境、提升教师素养和幼儿
心，浑身是劲。
园内涵，她干脆在幼儿园里住了
2009 年 10 月，管国勤被调
下 来 ，白 天 吃 食 堂 ，加 班 到 深
到三垛镇中心幼儿园任园长，当
夜。最终，省里专家在验收评估
时的三垛镇中心幼儿园刚从民办
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三垛镇中心
幼儿园承包者的手中回购，校园
幼儿园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江苏
破烂不堪、教师人心涣散、生源
省优质园”
称号。
大量流失。如何让幼儿园走上正
近年来，随着幼儿人数不断
轨？如何取得家长信任？如何调
增多，三垛镇中心幼儿园已不能
动教师的积极性？
满足孩子发展需要。54 岁的管
管国勤决定大刀阔斧改变
国勤又开始“自讨苦吃”，筹划着
幼儿园现状。借着省优质园创
将幼儿园易地新建。有人对她
建的契机，从硬件设施到内涵提
说：
“都快退休了，前人栽树后人
升，她开始了漫漫的革新之路。 乘凉，你就别折腾了。”她笑道：
为了新建一座教学楼，她多次与 “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去做心里想
上级部门进行沟通，批地皮、申
做的事，没想那么多。
”

教育部印发预警通知
部署防范学生溺水工作
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讯 （记者 焦以璇） 为切实做好防溺
水工作，确保广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预警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照预防溺水有关工作要
求，切实落实安全责任，做好安全教育、联防联控和监督检查
等工作，有效防范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预防为主，进
一步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要结合当地实际，广泛宣传，开展
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专题教育。要确保防溺水教育落实到每
一位学生、每一位家长，切实提高学生避险防灾意识和自救自
护能力。
通知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综合施策，进
一步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要会同公安、水利、住建、安监、
气象等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安全管控，建立防溺水
工作的网格化管理体系。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完善细化溺水应
急处置预案，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常备不懈，确保溺水
救援和处置工作高效开展。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强
化防溺水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分片包干督查机
制，建立定期会商、联合整治、相互函告等防溺水工作督查整
治机制，开展经常性的防溺水工作专项督查。健全溺水伤亡事
故信息报告制度，强化失职渎职问责。

武汉首批“八折房”日前面
向留汉大学毕业生开售。每平方
米 6800 元的价格，比市场价优
惠 20％ ， 引 发 社 会 广 泛 关 注 。
“八折房”长啥样？好卖吗？会
不会被人买来“炒”？为此，记
者 5 月 24 日来到“八折房”发
售现场一探究竟。
从繁华的吴家山商业区出
发，驱车 10 多分钟，便到了武汉
首个开盘的“八折房”小区——临
空港青年城。7 栋 30 多层的崭新
楼房拔地而起，橙灰相间的外立
新华社记者
面颇具时尚感。
手机地图显示，小区周边方
圆一公里有数家物流和动力产业
园，以及多家电气制造企业。小
区门口是公交 741 路的终点站。
未来这里将规划实现公交与地铁
冯国栋
无缝换乘。
时至正午，售楼中心人头攒
动。售楼人员潘海峰介绍说，小
廖君
区首批 392 套住房于 21 日接受
购房登记。4 天内有 2500 多人
打来电话咨询，900 多人前来看
房。10 多名工作人员有时忙得
“连吃午饭都顾不上”
。下班时咨
询和递交资料的人都还排着长
队，工作人员得延迟一小时才能
下班。
据介绍，此次出售的住房分
54、57 和 70 平方米三类户型，
均已按 300 元／平方米的标准进
行了简装修。
走进 54 平方米户型，一室
一厅的布局简洁、实用。房内采
光较好，标配了热水器和燃气
灶。房外是 3 米长的大阳台。
“只要买张床就能住了。
”售楼人员介绍说。
小区内部绿化较好，设有健身房、超市、药店、餐饮店，
以及一座配套的幼儿园。公共设施有直饮水站、快递柜与自动
取款机等，但车位较少。售楼人员介绍说，正计划在二期建设
容量更大的双层地下停车场。
这天下午，售楼处来了大约 140 多名登记摇号的大学毕业
生。在他们眼中，
“八折房”吸引力主要有两点：
“感觉便宜”
。从湖北随州回到武汉工作的明嫚，目前和父
母挤住在老房子中。“之前在三环周边看了很多楼盘，均价万
元左右有些供不起。这里虽然离上班地方不近，但感觉很便
宜。大小无所谓，能安心生活就好。
”
“方便创业”。27 岁的汪申申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目前
在武汉市江汉区、青山区从事建筑方面工作。他说：“这里距
离江汉区、青山区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开车过来大约半个小
时，很方便。
”
对于“八折房”可能会遇到的“炒房”现象，武汉市日前
出台了相关规定。其中明确要求，购房人不得将“八折房”擅
自上市交易，只能通过开发商回购或转让给其他符合购买条件
的大学毕业生。
武汉市招才局常务副局长孙志军介绍说，到明年，武汉将
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数万套这样的住房，最大程度上解决留汉大
学毕业生的居住需求。
新华社武汉 5 月 25 日电

探访武汉首批大学毕业生﹃八折房﹄销售现场
——

本 报 济 南 5 月 25 日 讯
（记者 魏海政） 今天，山
东省举行高等院校章程执行
与 落 实 情 况评估报告发 布
会，发布了由第三方机构山
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全省
高校大学章程执行与落实情
况开展的评估报告。该报告
从高校章程执行与落实的显
著成效、执行与落实中的主
要问题以及深化章程执行与
落实的建议等三个方面，对
高校章程执行落实情况进行
了详细的调研分析。
该报告显示，在高校章
程执行与落实成效方面，各
高 校 章 程 宣传形式丰富 多
样，师生章程知晓度高，配
套制度建设工作进展明显，
学 校 依 章 办事意识明显 增
强，师生权益保护和民主参
与得到进一步落实，高校内
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二
级学院自主权逐渐增强。
该报告指出，大学章程
执行与落实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章程宣传特色不足，
章程教育缺乏长效机制，高
校章程配套制度建设亟待健
全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不平衡”
，师生权益保护机
制弱化或虚化，章程执行裁
决机制不明，章程监督机构
普遍缺失。
该报告建议，深化高校
章程执行与落实，要建立章
程宣传长效机制，构建校园
章程文化，强化学校管理者
的章程意识和责任，健全完
善以章程为核心的配套制度
体系，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
结构，努力提升章程执行能
力，建立健全章程监督体制
与机制。
据介绍，本次评估范围
包括省属 39 所普通本科高
等学校，以及 5 所具代表性
的高等职业院校。专家组采
取核查学校网站、发放网络
问卷、进入学校访谈调研以
及文件调阅等方式，围绕高
校章程的师生知晓度、配套
制度建设以及章程执行的特
点与问题情况，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评估分析。

大学教育
“登上”
三沙

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函授教学点，
为三沙军警民提供了再学习、再
深造的机会。
据悉，海南省考试局审核并
初步确定在永兴岛上开设国家考
试考点，让永兴岛内军警民就近
参加成招、自考以及计算机等级
考试等各类国家考试，为永兴岛
开展各种高等教育发挥作用、提
供便利。
琼台师范学院这次还开展了
慰问活动，向永兴岛上的儿童赠
送教玩具和儿童绘本，举办六一
儿童专场慰问演出。

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讯 （记者 万玉凤） 近日，教育部与
各省 （区、市） 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签订了高考安全责任书，
确保 2018 年高考考试安全。
责任书明确，各省份招委是本辖区内高考工作的组织者和
领导者，是治理高考环境、维护考试安全、整治考风考纪、组
织考试和实施录取的责任主体。各省份招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
责任人，教育厅 （教委） 分管领导和省级考试机构主要负责同
志是直接主管责任人，各省份招委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对本部
门高考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负全责。
责任书要求，各省 （区、市） 要分析研究并明确本辖区今
年高考工作的形势和目标任务，健全高考工作管理责任制、责
任追究制，完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
施，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
责任书强调，各省份招委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继
续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落实招生信息“十公开”，
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不得出台含有违规
“点招”录取和降低标准违规录取考生的地方政策，规范高校
特殊类型招生，加强考生资格审核，确保招考公平公正。

﹃感觉便宜﹄﹃方便创业﹄

山东发布大学章程执行落实评估报告

三沙首个大学成人教育函授教学点在永兴岛挂牌

均能享受中关村特有的“科技创
新、科技金融”相关政策，可以
更好地解决融资难等问题。此举
打通了大学生创业的“最后一公
里”
。
据介绍，北京还将发挥大学生
就业创业工作机制作用，集成相关
职能部门政策支持，逐步丰富服务
项目，明确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手
段，确保服务平台和创业板有序运
行。

教育部与各省份签订
2018 年高考安全责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