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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

做好学生营养餐工作任重道远

———广西百色市那坡县“营养补助被供货商套利”事件调查

■

本报记者 周仕敏

4月1日， 有媒体报道称广西百色

市那坡县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3元营养补助被供货商套利1

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消息刊出后， 教育部、 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百色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纷纷作出核查

整改的指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第

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到那坡县进行调查

核实。 本报记者随工作组对那坡县实施

营养餐计划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

“供货商套利”报道有不

实之处

报道称， “广西那坡县有学校将

补助用于购买营养品‘壮壮水牛奶’，

供货商可从3元补助中赚取1元， ‘光

明酸益乳’ 的批发价每盒1.25元， 供货

商能赚0.75元”。

据调查组介绍， “壮壮水牛奶”

和“光明酸益乳” 在那坡县均由“莎

浓羊奶” 经销商代理。 “壮壮水牛奶”

在南宁市的批发价为每杯2元， 在那坡

县零售价为每杯3.2元， 配送到学校的

批发价为每杯3元。 “光明酸益乳” 从

上海进货， 物流费用由那坡代理商承

担， 加上配送过程有关费用， 到达那

坡县， 每盒的成本大致在上海的批发

价1.25元基础上增加了0.55元， 在那坡

的零售价为每盒2.2元， 配送到学校的

批发价为每盒2元， 经销商利润约为每

盒0.2元。

报道所称上述两种商品利润分别

为1元和0.75元， 均未考虑流通、 管

理、 人员经费、 税金等成本。 据了解，

“壮壮水牛奶” 从厂家到达消费者手上

的路程共计465公里。 其中， 从南宁市

发货到那坡县“莎浓羊奶” 经销商处，

路程374公里； 再配送至平孟镇， 路程

76公里； 平孟镇到弄汤小学， 路程15

公里。 运输过程中还要支付装卸、 搬

运、 仓储等费用。 这样算下来， “壮

壮水牛奶” 因配送每杯增加0.7至0.8元

成本， 经销商的利润约为每杯0.25元。

学生营养餐工作有待进

一步完善

记者在当地调查中也发现， 那坡

县的学生营养餐工作确有需要进一步

完善的地方。

据那坡县教育局局长陈忠林介绍，

3月上旬该县对学校开展营养餐工作进

行专项检查中发现， 弄汤小学仅凭与

个体户口头协议方式进行采购的行为

不规范， 立即责令学校停止购买“壮

壮水牛奶”。 截至目前， 弄汤小学仅采

购5件“壮壮水牛奶”， 经销商大约赚

取利润250元。

“因春节放假和春季学期开学影

响， 那坡县教育局2月15日开学初收到

自治区财政厅、 教育厅下发的 《广西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

补助资金的通知》， 于2月25日向县财

政局申请使用该笔资金， 耽误了10天

时间。” 陈忠林说。

因有关部门责任心不强， 导致拨款

缓慢， 从开学到专款到位共耽误了20

多天。 “由于资金拨付不到位， 平孟镇

向每位寄宿生家长预收300元作为本学

期营养改善经费， 现财政已下拨营养经

费到学校， 学校已将预收的经费全部退

还学生家长。” 陈忠林说。

那坡县是国家贫困县， 也是广西

29个国家营养改善试点县之一。 那坡

县表示， 该县尽管财政紧张， 但教育的

专项经费从未挪作他用， 至于如何处理

财政拨款不及时到位的失误， 目前该县

正在倒查追责中。

克服一切困难将营养餐

好事办好

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 广西在集

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 广西

64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有29个县列入了

国家试点范围。

（下转第二版）

春到

校园

拆除自主创业“第一道门槛”

河南高校毕业生创业

可以“零成本”注册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对不少希望自主创业的高校毕

业生来说， 没有注册资金成为“第一道门槛”。 但从今年开

始， 河南省高校毕业生不用再为此发愁。 该省近日出台《河

南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规定，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

业生投资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零

首期出资注册，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注册资本。

河南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鼓励和扶持创业人

才发展， 新政策对创业人才放宽了市场准入政策。 《规划

纲要》 根据中原经济区建设需求和全民创业要求， 将实施

大学生创业人才培育工程等6项工程， 其中规定， 放宽经营

场地限制， 大学生申办个体工商户无法提交经营场所产权

证明的， 可以持市场主办单位、 开发小区管委会、 居委会、

村委会出具的同意在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关证明， 办

理注册登记。

今年即将从河南工大毕业的小李说： “大三时我就有

创业打算， 准备和几位学兄一起成立自己的公司， 现在政

府降低注册门槛， 让我们创业更有条件和信心了！”

10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泰山脚下，积累起数千百姓的健康档案———

薛雅卓和她的健康义工团队

■

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刘茹 杜宝萱

10个年头， 带出2000余人的健

康义工团队， 足迹遍布泰山脚下几

十个社区和农村， 积累起数千名百

姓的健康档案……这就是第七届山

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山东

泰山医学院教授薛雅卓。

薛雅卓的办公桌上有一摞群众

来信， 墙上悬挂着一面面锦旗。 其

中有一面锦旗很显眼， 好像是用针

线手工缝制的， 红彤彤的老粗布，

上面用黑绒线绣的字还有些歪

斜———“热心肠 ， 好心人， 活雷

锋”。

骑车背包，走街串巷

薛雅卓是泰山医学院护理学院

基础护理学教研室的教授， 2003年

开始做健康义工。 近10年来， 她坚

持下班就骑着自行车出去， 走街串

巷， 给老百姓义务讲解医疗及营养

保健知识， 测血压、 查体、 解疑答

惑。 “看见这辆自行车， 就知道俺

薛大姐在村里。” 一个村的妇女主任

说。 这不， 薛雅卓又来村里给群众

“上课” 了。 讲课的内容有健康问

题、 营养饮食知识等， 都是群众迫

切需要的科学知识。

泰安郊区70多岁的赵大爷， 患

有脑血栓， 去年5月摔倒引起脊椎骨

折， 在床上一躺就是两个月， 骶尾

部压出了一个大“窟窿”。 老伴急得

团团转， 按照医生的要求又是给他

热敷， 又是喂消炎药， 可是“窟窿”

反而更大了， 周围还流出黄水， 散

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薛雅卓得知后， 赶到赵大爷家

里， 从自己的包裹里拿出小药箱，

蹲在大爷床边， 正对着骶尾部的

“窟窿”。 “大爷， 疼了就说一声。”

“闺女， 你带个口罩吧， 太难闻了。”

大爷忍着疼痛哽咽着说。 “没事，

大爷， 你大口喘气， 放松就不痛

了。” 薛雅卓安慰赵大爷。

半个小时过去了， 薛雅卓头上

早已渗出了汗珠， 赵大爷仍然没有

吭声， 只是喘着粗气， 他的老伴看

着这个似曾相识却从未见过面的

“亲人”， 转过身去悄悄地抹着眼泪。

薛雅卓熟练地给大爷清理伤口、 涂

药、 包扎。

从此， 薛雅卓抽空就会踏上这

个让她牵挂的小村庄。 经过8个月数

十次的清创、 换药， 赵大爷骶尾部

的“窟窿” 终于愈合了。

“住院治疗需要的时间长， 花不

起那么多钱。 要不是薛教授， 我可

能就死在床上了。 是她不怕脏和臭，

给我治好了屁股上的疮！” 赵大爷逢

人就会说起他的救命恩人。 他的老

伴更是感激不尽， 戴着老花镜连夜

缝制了那个与众不同的锦旗。

义工也有“尴尬事儿”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薛雅卓除

了完成教学工作， 大部分时间都用

在做义工上了。

这天， 难得抽出一个周末和家

人一起坐公交车出去买东西。 可是，

还没到商店， 薛雅卓就下了车。

原来， 在路边躺着一个中年妇

女， 腿上有一个大口子正流血， 旁

边还有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 几个

路过的行人正在围观。 薛雅卓快步

走过去， 简单地为中年妇女做了一

下检查， 又急忙叫了一辆出租车，

把中年妇女和孩子送进医院。

面对急诊科医生，薛雅卓把事情

经过说了一下，刚想转身回去。不料，

担架上的中年妇女拽住她：“别让她

走了，是她……”“伤了多久了，怎么

不抓紧送来啊？ 血压这么低，再晚点

就休克了！ ”带着口罩的医生白了薛

雅卓一眼。

（下转第二版）

政府出资为学生活动“松绑”

武汉义务教育阶段

校方责任险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实习生 王小占）

记者近日从

武汉市教育局获悉， 今年该市校方责任险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投保率在湖北省率先达到100%， 政府埋单已为全市77万

名学生投保， 每所学校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500万元，

每名受伤害学生每年累计赔偿限额为30万元。

2002年起， 武汉市开始试点推广。 截至去年10月底，

该市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已赔付510起， 赔付金额240万元，

赔付率达70%。

近年来， 各类校园事故较多， 学校面临学生意外伤害

的风险越来越高， 一旦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难以承受高

额的赔偿费用。 因此，大多学校出于学生安全考虑，不敢放开

手脚组织学生活动。

武汉市汉阳区弘桥小学体育教师黄芳说： “以前没为

学生买保险时， 跳高、 ‘跳山羊’ 课程， 我都不太敢让他

们上。” 学生家长杨阿琼也说： “有了校方责任保险， 学校

组织的活动更丰富了。 最近学校要带孩子春游踏青， 重新

享受融融春光， 不仅校方减压了， 我们家长也放心多了。”

青岛今年起中考

普高职教可兼报

保持高中段教育普职比例为1∶1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记者

从日前召开的青岛市中小学生招

生工作会议上获悉， 该市今年将

对中考招生政策进行明显调整。

青岛市固守几十年的普通高中和

职业学校间的报考“壁垒” 被推

倒， 从今年开始， 报考普通高中

的学生可以兼报五年制高等职业

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多年来， 青岛市中考招生一

直实行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不能

兼报的招生政策。 2012年中考政

策调整后， 考生可以根据本人意

愿， 选择普通高中报名和中职学

校、 五年制高职院校进行网上报

名， 分别完成志愿填报。 实际录

取时， 先进行普通高中录取， 普

高录取结束后再开始职业学校录

取， 并严格控制招生计划， 保持普

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比例为1∶1。

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民书用

两个“有利于” 来概括招生新政带

来的好处： 一是有利于满足学生多

样化需求， 让他们有更多选择的机

会， 既可选择报考普通高中， 将来

升大学， 也可以选择免试直升高等

职业学校， 还可以在普通中专、 职

业中专或技工学校中去选择自己喜

欢的、 合适的专业， 成才之路更宽

广。 二是有利于引导职业学校加强

专业建设、 提高办学质量， 培育中

职优质学校和优质专业， 提升社会

吸引力。

据了解， 青岛市教育局今年还

在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增设了一批服

务于蓝色经济、 现代农业和新一代

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

新能源、 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相关专业。

今日关注

看点

今日

李吉林：

长大的儿童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

得者，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团成员， 中国教育学会

副会长， 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

究会及中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

会长……荣誉的光环照亮了李

吉林的名字， 李吉林却更愿意

别人叫她“长大的儿童”。

■八版 （走近楷模）

4

月

2

日是世界自闭症日。 日前， 在位于福州城郊晋安区的福州安安障碍儿童康复

中心，

32

名孩子在接受学前康复训练。

安安康复中心建立于

2011

年， 目前有自闭症儿童干预老师

4

名， 早教老师

5

名。 负

责人曹丽芳说： “

13

年前， 我的孩子被确诊患有自闭症， 我带着他四处求医。 后来，

我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就想办法与人合办起了这家民营康复中心。”

出于对自闭症儿童一生的思考， 曹丽芳和她的团队在早期干预的基础上提出了

“共享家园” 的概念。 她们把自闭症患者按照年龄分成

4

个层级， 分别是

2

—

12

岁的学

前康复和家长培训，

12

—

16

岁的小学康复和寄宿式培训，

16

—

35

岁的工作坊和职前培

训，

35

岁以后的未来安安公寓、 种植养殖区和花园广场。 目前， 安安已实现了第一层

级的学前康复和家长培训。

曹丽芳说： “我以后会把家里的房产卖掉， 用来支付安安公寓的地皮、 建设和管

理的费用， 这当然不够。 需要每个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行。”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荩 3

月

26

日 ，

曹丽芳和自闭症

儿子在一起。

荨 3

月

25

日 ，

来自高校的志愿

者在墙上作画。

自闭症儿童的“共享家园”

大学生的

“第三本证书”

■二版 （新闻·热点）

免学费能否吸引

优秀考生学医

医学， 在过去较长一个时

期里一直是高考志愿选择中的

热门专业， 但最近几年， 情况

发生了变化： 考生报读医学专

业的热情下降， 许多医学院校

感叹生源质量下降， 难以招到

优秀学生。 如何吸引更多优秀

学生报考， 是众多医学院校面

临的困境。 推出“医学生免学

费” 政策， 就是厦门大学试图

走出困境的探索。

■三版 （新闻·深度）

迈出中国海外

办学第一步

6年前， 在海外还没有一

所以中国冠名的国际学校。 北

京汇佳教育机构改写了这一历

史， 成立了中国在新加坡投资

建立的第一所基础教育全日制

学校， 实现了基础教育海外办

学零的突破。 而今，这所学校已

经凭借双语双文化和中国特色，

在新加坡众多国际学校中独树

一帜。

■五版 （校长周刊）

近日， 江苏盐城市第二小学学生在桃红

柳绿的校园里奔跑嬉戏， 欣赏美景， 吟诵咏

春诗词。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福建教育支出占财政预算比例达21%

实现资助体系从学前教育到普通高校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陈晓风 龙超凡 ）

今春开学后，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洋溪

中心小学学生陈小艺、 陈小璐、 陈小凡

三胞胎姐妹感到格外高兴， 因为她们上

学后连作业本费也不用交了。

在福建省委、 省政府2012年为民办

实事中， 有两项涉及教育的政策： 一是

从今年春季学期起， 福建对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免费提供作业本，

二是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寄宿制

学校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近年来， 福建省委、 省政府坚持优先

发展教育战略， 不断加大教育投入。 自

2009年以来， 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增

幅连续3年高于生产总值增幅。 目前， 福

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预算比重已

连续10年位居全国第一。 2011年福建全省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约475亿元， 今年将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确保全省财政

性教育经费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达到

21%。

福建省不断建立健全助学体系， 目前

已初步实现从学前教育到普通高校全覆盖。

有细心人算了一笔账， 根据目前政策， 从

学前教育到普通高中15年， 农村普通家庭

子女每生可享受政府免费和资助7950元，

家庭经济困难子女可享受免费和资助11350

元， 低保家庭学生可享受免费和资助22600

元。

今年， 福建省委、 省政府将解决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特殊教育提升工程、

校车安全工程等8项教育惠民项目列入为民

办实事， 省级总投入约22.5亿元。

除了毕业证书、 学位证

书， 北京物资学院的毕业生还

有第三本被称为 《德育·素质

档案》 的证书。 德育档案以写

实手法客观记录学生在校四年

的德育履历， 引导学生逐渐由

他律走向自律， 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