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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城市义教服务性收费执行新标准
课后看护费不超过

8

元校服费最高
150

元
本报讯（记者 刘玉） 记者

日前从辽宁省教育厅获悉，该省将
实施新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服务性收费标准。 按照要求，各地
收费不允许突破省定收费上限，但
可以根据各地经济状况下调。

据介绍， 服务性收费包括小
学生课后看护费、 中小学生校服
费、 社会实践活动费等。 根据新
标准， 辽宁省城市小学生的课后
看护费收费标准必须由学校和家
长委员会协商确定， 每名学生每
月看护费最高不得超过

8

元。

该省对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校服费也规定了上限。 小学生
每两年可配备两套校服， 其中运
动装和夏装各一套， 两套校服的
总费用上限不得超过

120

元。 初中
生
3

年只准配备两套校服， 同样是
运动装和夏装各一套， 两套校服
费用不得超过

150

元。 困难家庭学
生的校服费 ， 由学校提出名单 ，

经过审定后由区县政府给予补贴 。

低保家庭学生享受校服费补贴或者
免费穿校服。

对于初中和小学的社会实践活
动费， 辽宁省规定， 活动涉及的交
通费、 伙食费和住宿费要据实收取，

收支公开。 实践材料费小学生每人
每学期不得超过

6

元， 初中生每人每
学期不得超过

10

元。

此外， 辽宁省还将各地中小学
生看电影的费用纳入公共经费的定
额之中， 由财政进行拨付， 每名中
小学生每学期看电影最少两部， 全
年不少于

4

部。

辽宁省教育厅要求， 各学校服
务性收费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
利原则。 同时， 这笔费用必须即时
发生即时收取， 据实结算， 多退少
补 ， 不得与学杂费合并统一收取 。

同时要求各校收费前必须公示， 未
经公示的服务性收费、 代收费， 家
长和学生有权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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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

板房贴上了红艳艳的大喜字
深圳支教老师文县灾区喜结良缘

“春天的花儿多鲜艳， 蓝天的彩
霞像锦缎 ， 唱上一支心中的歌儿 ，

献给我们的支教老师， 祝您生活幸
福美满……” 日前， 一场特殊的婚
礼在 “

5

·

12

” 大地震重灾区———甘

肃省文县石鸡坝中学举行。 师生们
跳起 “锅庄舞”， 为一对喜结良缘的
新人祝福。

这是一对特殊的新人：新郎曾鸽
是来自深圳的支教老师， 新娘李冬
梅是来自四川旺苍县政务大厅的职
员。 说起他俩喜结连理， 还有一段

奇缘。 去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曾鸽
这位深圳企业的经纪人， 先后来到
四川汶川和甘肃文县地震灾区成为
一名志愿者， 与同是志愿者的李冬
梅邂逅， 在共同的志愿活动中， 两
人逐渐加深了了解。 去年

9

月， 深圳
决定向甘肃省文县地震灾区派出支

教老师，毕业于湖南大学中文系的曾
鸽踊跃报名，来文县支教。 曾鸽被分
配到距文县县城

30

多公里的石鸡坝
中学任教， 担任历史和政治课教师。

今年
5

月，两人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一间板房当新房， 大红喜字贴
在墙上， 师生们送来的一束束鲜花，

把新房映衬得喜气洋洋。 证婚老师
顾满平让新人谈谈恋爱经过。 曾鸽
大大方方， 却又 “文不对题” 地说：

“文县山好水好人更好， 为灾区支教
是我的心愿。灾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美好！ ”他说完，新房里响起了一片欢
笑声。

八
百
学
生
受
益
“中
粮
”奖
助
学
金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日前， 新疆农业大
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土木

061

班学生阿尔曼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尔肯江·吐拉洪手中
接过

1

万元 “中粮” 奖学金之后， 激动得热泪盈
眶。 他表示， 努力学习， 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中粮
集团的一名优秀员工 。 中粮集团通过奖学金
“锁” 住优秀人才的举措赢得了学生的心。

同阿尔曼一样， 这次新疆农业大学有
163

名
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

1000

元到
1

万元不等的 “中
粮” 奖学金和助学金。 据悉， 这已经是中粮集团
第
5

次向新疆农业大学学生颁发奖学金和助学金。

目前， 新疆农大共有
820

名学生获得中粮集团的
奖学金。

与一般的奖学金不同， 中粮集团在新疆农业
大学设立奖学金是从企业进入新疆伊始就开始
了。

2005

年中粮集团进入新疆， 与此同时， 该企
业投入

500

万元设立新疆农业大学 “中粮” 奖学
金和助学金。 中粮集团总经济师郑弘波表示，新疆
农业大学主要培养农业等方面的人才， 这些人才
是企业发展所需要的。 企业设立奖、助学金，目的
是为企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 扩大中粮
集团在大学生中的影响，提早“锁”住人才。

2008

年， 中粮集团追加奖学金数额， 从
500

万元提高到
1000

万元。 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发放面
也进一步扩大， 惠及更多大学生。 郑弘波告诉记
者， 越来越多的学农大学生获得奖学金和助学
金， 转变了一些学生认为 “学农低人一等” 的错
误认识， 增强了大学生 “学农同样大有可为” 的
信心， 激发广大学生学农、 爱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立志为 “三农” 服务， 到生产一线工作， 到
涉农企业建功立业。

新疆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宝城告诉记者， 因
为奖学金带来的对企业的认可和企业文化的认
同， 学校一批优秀毕业生进入中粮集团工作， 成
为企业的骨干力量。 同时， 以奖学金为纽带， 学

校与中粮集团开展了全方位合作， 设立教学实习基地， 在教学、 科研等方
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郑弘波表示， 新疆农业大学 “中粮” 奖学金和助学金将一直持续下去，

以惠及更多的学农大学生， 从而为企业发展储备更多的优秀人才。

新
疆
农
大

企
业
设
千
万
奖
学
金
“锁
”住
人
才

近年来，许多独立学院已形成自身发展目标和特色，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三本生也能成为高质量毕业生
刘卓是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06

级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学生。

近日， 尚读大三的他收到南车集团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公司的聘书，

此前他已经修完全部学分， 可以提
前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了。

刘卓笑着说， 因为自己被三本
院校录取了 ， 当时心里总解不开
“三本生低人一等” 的疙瘩。 现在看
来， 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自己能有这么好的前景， 心里早就
没什么 “疙瘩” 了。

学分修满即可毕业
记者了解到， 作为独立学院的

海都学院， 其培养模式灵活， 刘卓
大一时就获得了到实验室做老师助

手的机会。 大三时， 他在青岛四方
机车的客修公司实习， 不到

2

个月，

他就从学徒身份变为项目负责人 ，

于是， 还未毕业就被抢走， 也就成
了顺理成章的事儿。 这还不够， 青
岛四方机车相关负责人 “得陇望蜀”

地找上门来， 希望学校多给他们几
个这样的好学生。

海都学院机电系大三学生齐晓
光， 如今也已经提前修完学分， 被
山东百信石材有限公司录用， 由于
技术过硬， 齐晓光刚一签约， 工资
已相当于高级技师水平。 另外， 记
者在采访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学院等独立学院
时发现， 未毕业就被著名企业录用
的学生很多。

当许多大学生还在创业门口犹
豫徘徊时， 海都学院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大三学生高磊， 早已经带领他

的
208

网络工作室闯出一片天地。 这
个曾经一度因只考上个三本而沉迷
网络的男生， 如今已为十几家公司
做出专业网站， 并完成了中国山东
栖霞台湾农民创业园官方网站的建
设， 获得相关部门高度评价。

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
所谓三本即高校独立学院， 指

按照新机制、 新模式举办的本科层
次的二级学院。 教育部

2003

年下发
文件， 明确规定了独立学院的性质、

办学定位 、 办学模式及相关政策 ，

明确指出独立学院的创办和发展 ，

对丰富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层次 、

促进高等教育的持续、 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但在创办之初， 这种
崭新的培养方式曾受到不少人的质
疑。

虽然国家明确承认学历、 学位，

但三本生这一称呼， 曾经让走进此
类院校的学生一度甚为迷茫和失落。

三本生的就业、 考研、 前途等问题，

让不少学生和家长的心里七上八
下。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学院党委书
记刘孔庆告诉记者， 目前， 许多独
立学院已形成自身发展目标和特色，

注重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
人才适应社会需要。 “以就业和社
会需求为导向， 培养急需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 的办学目标成为独立
学院的办学宗旨。 为此， 学院狠抓
实验室建设， 增加实践课程在学习
课程中的比例； 另外， 积极与国内
外知名企业协商合作共建实践教学
基地、 实训项目等。

记者了解到， 琴岛学院计算机
系毕业生孔燕青， 考取了河海大学
商学院的研究生， 她是所有报考河

海大学考生中的第一名。 在今年的
考研中， 青岛学院

05

级学生发挥出
色， 截至目前， 已通过面试的占报
名参加考研人数的

35%

。 海都学院今
年首届本科毕业生中， 已有不少学
生在一年的实践期内与单位达成签
约意向。

办学模式灵活受欢迎
刘卓的指导老师姜秋鹏告诉记

者， 学院颇具特色的
3

年或
2

年学习
基础专业课程加一年专门实习操作，

即 “

3+1

” 或 “

2+1

” 订单培养模
式， 拉长了学生深入社会实践的时
间， 实质上将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
适应过程提到了毕业前一年， 有效
地解决了以往大学毕业生上手慢 、

入门晚的难题。

为了发展好订单培养模式， 海
都学院花大力气举办届次化的 “校

企合作发展论坛”， 以联合培养、 定
向培养为突破口， 将企业家请进学
校 ， 请企业家参与学生培养过程 ，

并实际指导学生学习 。 换句话说 ，

企业提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学院
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目前， 学院
已与

100

多家单位达成合作意向， 与
40

多家签订了协议书。

琴岛学院党委书记王菁华告诉
记者 ， 现在独立学院办学规模稳
定发展 ， 培养模式考虑较为周全 ，

对有考研 、 考公务员意向的学生 ，

培养其基础扎实 、 知识面广 ； 与
企业订单培养 ， 充分拓展有就业 、

创业意向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性
兴趣。

通过分析青岛的几所独立学院
可以发现， 都特别重视师资， 积极
吸收社会上既有学术背景、 又有就
业技能经验的 “双师型” 人才任教，

其专业培养的人才也是青岛及周边
地区急需的人才 ， 就业前景较好 ；

另外， 能够充分利用原有青岛理工
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 中国海洋大
学的师资力量、 办学经验、 教育改
革成果等优质资源， 做到优势互补，

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 学校发展后劲十足。

■

本报记者孙军

【每日传真】

日前， 江苏省镇江
市首家村级青少年科普
教育基地在润州区蒋乔
镇嶂山村挂牌成立， 该
村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将
成为当地学生参加劳动
实践、 了解农业科普知
识的场所。 图为孩子们
在科技示范园里观赏种
植的“香炉南瓜”。

石玉成摄

学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发挥实训环境和师资优势
武汉交通学校定向班成人力资源储备库
本报讯（记者 张玉文） 先后

与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武昌造船厂、

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等
30

余
家大型企业签订“订单式”培养协议，

培养学生数已占全校招生数的
30%

以
上，毕业生推荐就业率几近

100%

。 这
是武汉市交通学校关于校企合作方
面的一组统计数据。 其中，学校与神
龙汽车有限公司开展的深入合作，成
为了校企合作的成功典范。

当初，中国东风汽车公司与法国
PSA

标致雪铁龙集团合资的公司———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出于发展战略考
虑，计划对遍布全国服务网点的维修
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和岗位素质培训。

经过全面的考察分析后，一所培养研
究型人才的重点大学和一所培养技
能型人才的中专浮出水面。 权衡再
三，神龙公司舍弃与大学合作，而选
择了武汉市交通学校。虽然该校只是
一所中专，但学校汽车专业开设已有
40

多年，实训环境和师资力量在同类
学校中具有一定优势，已为当地交通
运输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校企合作使先进的实训设备走
进课堂成为现实。

2006

年， 东风雪
铁龙向社会公布了投放全新凯旋轿
车的消息。 仅仅几天， 还未上市的
凯旋轿车就出现在学校， 学生们不
仅在老师的指导下上新车实训， 而

且还用上了价值约
30

万元的凯旋汽
车模拟实验台， 学习车载电脑系统
的工作原理和故障检测。

5

年来， 神龙公司为学校提供的
整车和总成部件 、 诊断仪器设备 、

维修专用工具等 ， 总价值近
400

万
元。 在师资培养上， 学校

30

余名专
业教师接受了东风雪铁龙技术培训，

掌握了汽车制造和维修的前沿技术。

学校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的储备
库。

2007

年
4

月
18

日， 在校园招聘会
上， 物流与汽车商务专业的熊瑛满
脸笑容， 给家里打电话报喜。 当天，

东风雪铁龙北京、 华中、 华东大区
服务网点的

35

家单位， 在该校确定

招收
192

名二年级汽车类毕业生， 熊
瑛就是其中之一。

该校校长丁子义介绍， 企业从
低年级学生中招聘， 然后按企业要
求进行培养后上岗， 对学校、 学生
和企业来讲是多赢的好事。

近年来， 东风雪铁龙在该校开
设了

7

个 “定向班”， 招收售后服务
代表、 维修技师、 保修鉴定员

3

个方
向共

200

余人。 与此同时， 企业也在
探索更多的人才储备办法。

2007

年
秋季， 东风雪铁龙网点挑选了几名
员工， 来学校学习

3

年， 费用由企业
承担。

5

年来， 学校为东风雪铁龙培
训各类人才

4000

余人。

科普基地
设在村里

天津大学与湖南省
开展省校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 张宝敏）日前，

天津大学与湖南省人民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科技、教
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各自优
势，开展深层次合作。

据介绍， 双方将在石油化工、

精细化工、 清洁能源、 城市电网、

精密仪器、 重型机械制造、 电子
信息、 自动化控制、 新材料、 城
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等领域加强重
大科技项目合作， 共同推进湖南
长沙梅溪湖创新科技园建设， 重
点建设湖南工业应用技术研究院，

打造长株潭 “两型社会” 建设的
科技创新核心区域。

长沙7所城区中职校
试行减免学费

本报讯（记者 章仙踪） 眼
下正是长沙市中考网上填报志愿
的时间， 长沙市计划， 今年职高
与普高的招生比例目标是

1∶1

。 其
中市直属

7

所中职学校还将试行减
免学费政策。

据介绍，长沙今年中职计划招
生
5.9

万人，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中
职学校一、二年级的所有农村学生
和城市贫困学生都能得到国家资
助，每年资助生活费

1500

元。 长沙
市决定，

7

所市直中职学校今年进
行减免学费试点，每个学生除享受
国家一学期

750

元的生活补贴外，

还减免
60%

的学费。

厦门理工学院自主
研制赛车赴美参赛

本报讯（唐红波记者 龙超
凡）近日，由厦门理工学院自主研
制的第二代赛车赴美国加利福尼
亚参加国际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比
赛，这是今年北美赛场上唯一一支
中国大学生代表队。

据介绍，厦门理工学院研制的
第二代

SAE

方程式赛车， 以红色、

白色为主色调，长
3

米，宽
1.42

米 ，

高
1.1

米， 整车整备质量
250

公斤，

最高车速可达
140

公里每小时，重
量比该校研制的第一代赛车减少
70

公斤。 据介绍，该校第二代赛车
主要由学生研制，拥有近

10

项国家
专利成果。

■

本报记者 牛喜林通讯员 刘启舒

日前， 北京市崇文小学校友、

《共产儿童团的战斗》、《安源儿童
团》两部影片的导演关继勇回到母
校，给师生讲述影片的故事。

本报记者 樊世刚摄

“沿着光辉的足迹”

大型网络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柴葳） 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中国教育
电视台日前联合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共同推出 “沿着光辉
的足迹———国庆

60

周年大型网络
活动”。 活动由中国教育电视台网
站承办， 中国教育新闻网、 中国
青年网、 中国少年网和中国文明
网协办。

活动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为主要载体， 以全国广大
中小学生、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工作人员及广大网友为主要对
象， 内容包括 “千万青少年网上
‘闯关之旅’”、 “我与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网上征文大赛”、 “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优秀讲
解员导游员网络评选和电视大赛”

三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