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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近日
陆续公布全国高校 2017 年自主招
生简章。截至 17日上午，包括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 10多所在京
高校已公布各自招生方案，启动自
主招生报名工作。对于特别优秀
的入选考生，部分高校可降至一本
线录取。

据悉，在 90所具有自主招生资
格的试点高校中，有 77所面向全国
招生，13 所高校只面向本省招生。
截至 17 日上午，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等 18 所全国重点高校已出
台招生方案。

北大 16日启动 2017 年自主选
拔工作。北大招办负责人介绍，今
年学校自招政策与去年保持基本
稳定，招生涉及校本部 15个院系的
19个专业及医学部 8个专业，给予

入选考生的优惠从 20分到 60分不
等，最高可获降至一本线录取。此
外，整个选拔将更严格规范，招生
对象被严格定位为“具有学科特长
和创新潜质”的学生。

清华今年共设置了 48 个专业
方向参与自招，获得认定学生的优
惠分值从 20 至 60 分不等，部分特
别优秀生可获降至一本线的录取
优惠。其中，要求报考人文科学实
验班专业的考生热爱历史文化，具
有扎实的国学基础，熟悉甚至能背
诵国学经典典籍。

北师大的“引领计划”主要选
拔培养教育人才，今年计划招生 30
人，“攀登计划”旨在选拔对天文
学、哲学、日语、俄语专业领域具有
兴趣和特长的优秀生，计划招生 94
人。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该校明确
了对浙江、上海入选考生的优惠分
值。 据新华社

北大清华等多所在京高校启动自主招生

为推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组
织化、制度化、具体化，教育部日前
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
标准》，要求确保学生党建工作力
量配置，提出发展党员要成熟一
个，发展一个。禁止突击发展，反
对“关门主义”。

标准提出，发展党员，要始终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持慎重
发展、均衡发展，有领导、有计划地
进行。制定年度发展工作计划，在
上级党组织规定的年度发展计划
控制数内发展党员。

在学生党建工作队伍建设方
面，标准明确，要落实专职思想政
治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不低

于全校师生人数的 1％的要求，确
保学生党建工作力量配置，每个院

（系）至少配备 1—2名专职组织员，
按师生比不低于 1：200的比例设置
专职辅导员岗位。

据介绍，这份标准共设置了组
织领导、教育培养、发展党员、党员
管理、作用发挥和条件保障 6 个一
级指标，涵盖了党建工作的主要方
面。每个一级指标下设 2—5 个二
级指标，共 20个二级指标。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要结
合本地、本校实际，研究制定具体
实施办法和操作举措，使这份标准
的各项制度要求得到落实。

据新华社

教育部：

确保学生党建工作力量配置

□ 杨玉华 周畅

坏苹果、劣质米、可疑油……近日，合肥一幼教机构下属多
家幼儿园被曝幼儿食用“问题食品”，引发孩子家长担忧。今年

“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由于我国幼教机构和中小学在校就
餐人数快速增加，校园舌尖安全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如今在一些城镇，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午餐甚至三餐托
付给学校和幼儿园。各地政府也在大力推进中小学生午餐工
程，解决家长后顾之忧，这是政府和学校的积极之举，值得点赞。

此类事件表明，供餐企业和校方还存在一些监管漏洞。我
国校园食品安全规范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也就
是主要靠食药监部门的监管和校方的“主体责任”。一旦检查力
度不够，监管出现漏洞，就会发生问题食品事件。事实上，合肥
这家幼教集团旗下一家幼儿园就曾被食药监部门检查出问题，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措施，以至于问题食品事件一再出现。

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在校就餐
学生出现“低龄化”和“全覆盖”的趋势。中小学生在校午餐人数
不断增多，风险也随之增加。以合肥市为例，目前超过 30万中
小学生在校午餐，到 2017 年底计划城区中小学午餐服务率达
80%、农村中小学达60%以上。如果相应的监管手段跟不上，很
容易出现食品安全事件。

当前加强校园食品安全迫切需要适应新形势、研究新办
法。比如食材的源头控制和追溯，是否可以严格甄选和招标采
购；校园餐饮从业机构是否可以强制A级即从业最高级；校园的
主办责任与食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如何无缝对接，防止各管
一段出现盲点。此外，引入社会监督的力量，发挥家长委员会等
组织的监督作用也值得研究。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食品安全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不出
事上，对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少年儿童来说，吃得健康和营养也
是应有之义。学校和食药监部门应该提高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而不仅是底线守护。

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广泛关注，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好少年
儿童的“舌尖安全”，也是政府部门迫切需要应对的新课题。相
关部门需要主动作为，确保校园食品安全，让学生吃得安心，让
家长感到放心，让社会舒心。 据新华社

中午气温回升，春雪开始消融，山里浓雾
散尽。4 岁的王福琪被妈妈刘翔粗糙的大手
牵着，走半个小时山路赶往幼儿园。

幼儿园老师王晓飞早早地生好了火炉，站
在门口等着。记者日前来到甘肃省静宁县发
现，王晓飞是静宁县余湾乡胡同村幼儿园唯一
的老师，王福琪是这所幼儿园里唯一的孩子。

下课铃响了，同在一个校园里上小学三年
级的姐姐王钰娟跑过来，陪着弟弟玩滑梯。

据学校老师介绍，胡同村被大山夹成一条
窄窄的“胡同”，中心地带向阳处就是胡同小
学。2016 年，教育部门在胡同小学辟出一间
教室，买了玩具教具，建起了胡同村历史上第
一所幼儿园。家在静宁县雷大镇的王晓飞大
专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后，报名当了巡回支教老
师，被派到了胡同村幼儿园工作。

村里有了幼儿园，还是“免费”的，这个消
息迅速传开了。去年秋天，胡同村的 4个适龄
孩子走进了幼儿园。一学期后，王福琪学会了
唱歌跳舞、讲故事、摆积木，这让刘翔欣慰不已。

今春，刘翔早早地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
可她发现开学后幼儿园只剩下王福琪一个孩
子。原来，另外几个孩子的家距离相邻的阴屲
村幼儿园更近，为了接送方便，他们被转园到
了那里。

“剩下一个孩子，谁会把幼儿园一直办下
去呢？”刘翔想。

王福琪的爷爷奶奶卧病在床，需要照料，
看病一年要花几万元，爸爸在外面跑运输，顾
不上家。刘翔一个人操持着家里的十几亩果
园，负担沉重。如果胡同村幼儿园撤了，要么
走一个小时山路，把王福琪送到阴屲村幼儿园
去，要么就得让他在家待着。

开学几天了，刘翔发现，虽然只有一个孩
子，但是幼儿园还是一如既往地运转着。余湾
乡教委主任屈喜强打消了她的顾虑：“只要村
子里有孩子要入园，哪怕是一个，这个幼儿园
就会一直办下去。”

余湾乡乡长靳龙说，胡同村是当地贫困
村，交通不便，村民居住分散，产业起步晚，这
里人均年收入刚过 3000元。县上在村里建幼

儿园，就是为了让村里的孩子能就近入园，减
轻村民负担，让贫困村的孩子也能接受学前教
育。

“不光是胡同村，静宁县所有贫困村，每个
村都有这样一所幼儿园。”静宁县教育局副局
长孙辉说，按照甘肃省的政策，农村幼儿园一
学期保教费不高于 500元的全部减免，在农村
地区，送孩子上幼儿园最多一学期也只花几十
块钱。

记者连日来沿着甘肃中部贫困县静宁、会
宁的乡镇一路走访，发现近几年来，通过独立
建园、改建空置校舍等方式，一所所规模不一、
标准却一致的幼儿园出现在偏僻贫困的乡
村。送孩子上幼儿园对当地农民来说不再是
难事，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民生喜事。

据甘肃省教育厅介绍，经过 6 年努力，目
前甘肃省的所有乡镇、58 个贫困县 1500 人以
上的行政村、17个插花型贫困县的行政村、革
命老区和藏区有需求的行政村，已全部建起了
幼儿园。

统计显示，2011年以来，甘肃省幼儿园从
2407 所增加到 6441 所，在园幼儿从 50.5 万人
增加到 89.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农村，全省
贫困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6%。甘肃省
财政投入学前教育从 2011年的 50万元增加到
21亿元。 新华社兰州3月20日电

截至目前，市教体局、市体育总会
举办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气排球）培
训班 6 期，参加培训人员近万人。市气
排球协会指导各县、区成立气排球协
会，先后承办四川省第一届、第二届、
第四届气排球赛和全国气排球邀请
赛；举办了全市职工气排球比赛、市直
机关职工气排球邀请赛、联谊赛和联
赛；组队参加福建、广西、江西全国气
排球比赛 3 次；全市每年组织的气排
球竞赛场次达到 3000 余场，参加比赛
达 6 万余人次；各县（区）气排球运动
普及推广、竞赛活动精彩纷呈。组织

开展气排球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
进学校、进军营的“五进”活动，向各县

（区）、机关单位、街道社区、各学校、部
队军营赠送气排球器材。

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气
排球运动在全市的广泛开展，气排球爱
好者与日俱增，参与人员达到 10余万人
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参加全
省气排球比赛两届蝉联 6 个冠军，基本
实现了既定工作目标，为我市创建“全
国气排球之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气
排球正在逐步成为资阳市全民健身运
动的品牌和城市名片。

日前，记者从四川省教育厅获
悉，针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小学
入学年龄问题，该省提出“由各市

（州）或县（市、区）根据当地实际具
体明确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
止出生日期”。

免试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的
基本入学制度。四川省要求，全面
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所有小
学、初中实现划片就近入学，小学
生源均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初中
95%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
定。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初中学
校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批
准，特长生招生比例控制在学校招
生人数的 5%以内。严禁地方政
府、有关单位和学校以任何名义收
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

在招生中，所有公办、民办学
校均不得通过举办相关培训班、衔
接班或与社会其他教育机构进行
合作，提前选拔、特殊培养学生；不

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
书或学习等级等作为招生入学依
据或参考。对于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人数的民办学校，可以引导学校
采取面谈、电脑随机派位等方式招
生，不得采用统一笔试或者任何变
相形式的统一知识性考试方式选
拔生源。

同时，四川省提出，各地要确
保秋季新学期开学前年满 6周岁儿
童入学；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
推迟到 7 周岁。在此基础上，鉴于
四川各地情况差异较大，由各市

（州）或县（市、区）根据当地实际具
体明确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
止出生日期。

此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
同公安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
村（社区、居）依托全国中小学生学
籍信息管理系统、人口查询系统等
建立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制。

据新华社

四川小学入学截止出生日期由各地自定

近日，记者从西安市政府获
悉，西安市月底将在六个区的 60所
小学试点“弹性离校”，秋季在全市
小学全面铺开。

3 月 14 日公布的《西安市实行
小学“弹性离校”试点工作方案》规
定，“弹性离校”面向有实际困难需
求的学生家庭，以家长自愿报名、
学生自主参加为前提，严禁以任何
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严
禁以任何方式拒绝或推诿有困难
的学生参与。在校学生参与“弹性
离校”期间，一律实行免费。

据介绍，试点工作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试点阶段，3 月 27
日至 6月 30日，在全市 60所小学内
先行试点。第二阶段为推广阶段，
在试点基础上，拟定于 9 月 1 日起
在全市小学全面铺开。

“弹性离校”申请需由家长依
照学校相关规定，自愿提出书面申
请，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延时离校。

教育部门将组织试点学校结合实
际推行“一校一策”工作模式。试
点学校需要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确
保学生人身安全；学生家长也要做
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按时接送
学生，服从学校管理。

“弹性离校”的实施对象包括
学校正常放学后按时离校有困难
的小学一、二、三年级学生以及确
有困难的其他学生。“弹性离校”期
间，试点小学主要为学生提供延时
照顾服务，安排专人照管学生自行
复习、作业、预习和课外阅读等。

西安市要求试点小学必须严
格遵守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规
范，严禁借机组织开展学科性集中
教学，严禁以补差提优等名义组织
或变相组织集体补课。各试点学
校要安排专人做好“弹性离校”期
间学生看护工作，对提出申请的学
生严格审核把关。

据新华社

西安60所小学
月底开始试点“弹性离校”

再创辉煌 蝉联三冠
——2017年四川省气排球公开赛再刮资阳旋风

□ 本报记者 蒲敏

一记长传，一记扣球，得
分，再得分；一个眼神，一个手
势，节奏是秒懂，默契是拼搏。
完美协作，精彩配合，换来了
客场的荣誉和主场的侧目。

3月19日，在雅安市汉源
县体育馆举行的 2017 年四
川省气排球公开赛圆满落幕。
代表我市参加此次比赛的全
体队员团结协作、锐意进取、
顽强拼搏，不负众望，一举包
揽了青年男子组、青年女子
组、中年混合组冠军，取得了
三个队蝉联三冠的优异成绩，
实现了 2016 年、2017 年两
届比赛六个冠军的蝉联。

此次比赛由四川省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汉源县政府主办，共有
来自省内外、各市州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 50 余支代表队共 560 余人参
加。我市的参赛工作由市气排球
协会、市宏科体育公司联合部署，
从全市气排球爱好者和市气排球
协会会员中选拔优秀运动员，组织
了 3个组别 3支队伍参赛。

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全体队
员充分发挥技术战术水平，表现出
了良好的精神面貌，展示了优秀的
体育竞技风采，赢得了省局领导、
赛区和各市州参赛队的一致好评
和高度赞誉，在汉源再次刮起了资
阳气排球旋风，为资阳争得了荣
誉，充分展现出团结、奋进、拼搏的
体育精神，完美呈现了“撸起袖子
加油干”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资阳市教体局、市体育总
会锐意改革，大胆创新，针对全市全民
健身活动现状，创新提出“打造四川省
气排球特色体育健身项目及群众体育
活动品牌、塑造全民健身城市名片”的
群众体育工作思路，自 2012 年起，在全
市大力推广气排球运动，并提出“一年

打基础、二年上台阶、三年创品牌”的工
作目标，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及各级各部门的积极配合。气排球
品牌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加强
组织领导，深入宣传发动，全面统筹协
调，落实工作举措，吸引了各界群众踊
跃参与。

蝉联三冠精彩纷呈
资阳气排球打造城市品牌

层层推进 资阳刮起气排球旋风

校园食品安全漏洞
不能掉以轻心

一个孩子的幼儿园

王晓飞在给王福琪上音乐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