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5.24��星期三 编辑 熊佩凤 图编 杨诚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黄蓉A02 要闻/声音

视
点 “天价培训”面前要理性
距离北京市2017年中考还有

一个月， 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初三
毕业生也进入了复习的最后阶
段。西城区一位初三老师反映，班
里不少学生都报名了以“中考冲
刺”为名义的课外辅导班。记者调
查发现， 这种情况在北京各区的
初三毕业班中较为普遍， 甚至在
有的毕业班里， 八成学生都要参
加不同程度的课外辅导。 普通级
别的中考课外班费用要一万多，
而有些“一对一辅导”、“中考冲刺
班” 课程的费用则要超过十万元
人民币。（5月23日 北京青年报）

“课外辅导班”这种事物并不
稀奇，大多学生都经历过校外培训
机构的课外辅导，但课程费用高达

十万却着实令人大跌眼镜———是
什么样的辅导可以开出如此天价？
新闻介绍说，“一对一”、“保证分数
提高”、“名校退休的老师”、“中考命
题组成员”等噱头是提升价码的主
要因素， 但很快就有网友披露：“中
考命题组成员”是不可能出来培训
的，因为有纪律要求。这么一来，“天
价培训班”这个大气球就有被戳破
的极大可能了。

不可否认， 在培训机构的辅
助冲刺下， 学生是有提高考试分
数的可能， 但这不能证明学生真
正学到了东西， 他们学到的只是
一种考试技巧， 这是比长年被人
诟病的“应试教育”更甚的“应试
辅导”。而且，因为这种应试需求，

培训机构的市场迅速扩张， 一些
并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也混杂
其中，给“求知若渴”的学生和家长
带来极大的选择干扰，也使他们中
的一些人的金钱投入打了水漂。尤
其是一些人抱着“培训后必能提高
分数”的高期望值而来，结果却不一
定如人意， 新闻中也提到，“当问及
收费之后是否承诺成绩提高幅度，
该教师则回答‘无法保证’”。

显然学生及家长们投入这么
多的费用并不意味着能够得到板
上钉钉的回报，同时，培训机构的
模式是一天十二小时封闭式学
习， 使得参与培训的学生与自己
所在学校的复习完全脱节， 这除
了让学生更累， 也让他们背负了

极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考不好，经
济、 时间、 精力成本全部付诸东
流，而如果考好了，又会给学生们
一种心理暗示：平时可以不努力，
花钱就能提高成绩。

其实“天价培训”之所以令学
生和家长趋之若鹜，归根到底还是
一种功利性的教育心理和教育焦
虑在作祟。功利性体现在花大价钱
去习得考试技巧，而不是注重平时
的知识积累，焦虑则体现在“分数为
王”的认知导致的“补习传染病”。

“补习传染病”很容易让学生
和家长出现非理性的选择———别
人上，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上。如果
学生自己有意愿要上辅导班无可
厚非， 如果学生本身抵触家长却

施加压力， 那么很可能就会适得
其反，即便是自愿，家长们也需要
认真选择， 而不是听信各种噱头
就盲目给孩子报名。除此之外，学
校和教育部门也需要反思， 如何
在复习效率和方式上提高吸引
力， 摒弃常见的题海战术也很有
必要， 教育部门则需要在校外辅
导班的资质、 经营权及教学效果
上做好相关调查， 保证市场秩序
和规范性。

一个班近八成人参加课外辅
导，与学校教学节奏完全脱节，无
论怎么说都是不合理的奇怪现
象，对于这个问题，教育部门、学
校、 家长和学生都需要正视且思
考。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知识产权局了解到， 为加快
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体系
和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机
制， 促进湖南创新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省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下发关于
2017年度“百项专利转化推进计
划” 重点专利技术转化项目的通
知。

经相关企业、 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申报，市州推荐，专家评审
和省经信委、省知识产权局审核，
今年发布的转化项目主要包括企
业的自有专利技术项目和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转让（许可）的专利
技术项目两大类，各50项，涵盖了
工程机械、化工新材料、新能源装
备、 生物医疗以及装配式建筑等
多个行业领域。其中，中南大学的
“内燃机车控制逻辑电子化系统

的研发与制造”、 湖南大学的“脉
冲激光手术及治疗技术转化”以
及湘潭大学的“焊缝智能跟踪焊
接成套装备关键技术” 等项目均
在计划之内。

据悉，2013年， 湖南省经信
委与省知识产权局决定共同在全
省工业领域实施“百项专利转化
推进计划”，围绕工业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重点产业， 面向中小企
业，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每
年发布年度专利技术转化导向计
划目录， 引导组织实施100项左
右重点专利技术转化和产业化。
2016年，我省进入产业化阶段有
效专利比例在全国排名第二，
1195件有效发明专利进入全省重
点发明专利库，482项重点发明专
利成功转化，实现产值380亿元。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本报5月23日讯 为大力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全面提升湖南知识产权综
合能力，日前，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知识产权
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下称
《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指出，要抓住
湖南“一带一部”战略机遇，着
重抓增量提质、 抓保护创新、
抓转化运用、 抓自身建设，全
面提升湖南知识产权综合能
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提高湖南经济整体实力和竞
争力，发挥湖南在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到2020
年，将湖南建设成为支撑型知
识产权强省，知识产权领域体
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知
识产权综合指数排名力争进入
全国前十位， 知识产权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充分显现。

推动将知识产权
纳入GDP核算体系

在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方
面，我省将发挥专利、商标、版
权等知识产权的引领作用，打
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服务全链条，建立高效
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
建立开放合理的知识产权服
务市场准入制度， 引导和促
进知识产权社会化服务发
展； 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
产权评议制度， 开展重大产
业规划、 高技术领域重大投
资项目、 重大科技活动的知
识产权评议试点工作；建立以
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
驱动发展评价制度，将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指标纳入市
州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加
强小康社会监测体系中知识
产权数据的统计监测，推动将
知识产权纳入GDP核算体系。

知识产权保护要更加严
格， 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行政执法机制，完善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支持人
民法院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
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审合
一”审判模式改革，深入推进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
确认工作，开展跨区域、相对
集中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试
点；推进重点园区建立知识产
权非诉调处平台，建立知识产
权保护诚信体系，加强新业态
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
保护。

完善专利创造机制
鼓励发展“创客空间”

《实施意见》还提出，要促
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加强知
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建设，培育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完善专
利创造机制， 培育标志性品
牌。建设一批专利技术转化运
用示范基地， 提升园区孵化、
服务能力，促进知识产权转化
运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
产品，改进运营模式；支持知
识产权创新创业，鼓励成立发
展“创客空间”，加强对“创客”
的知识产权培训和辅导。推动
全省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
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实施
意见》还对推进区域知识产权
协调发展和对外合作作出了
规定。

为保证重点任务的顺利
推进，《实施意见》 提出四项
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统筹协
调， 将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任
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统筹考虑； 二是加
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完
善知识产权公共项目扶持政
策，确保经费投入；三是加强
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加
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形成层次
完整、特色鲜明的知识产权人
才培养体系；四是加强知识产
权文化建设，为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省营造良好氛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党组会议和
第110次主任会议

本报5月23日讯 今日上
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
开党组会议和第110次主任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韩永文主持会议，
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友志、陈
君文，党组成员、秘书长彭宪
法出席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的议
程，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将增加审议有关
人事任免案。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
项的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议程及日程调整的汇报。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蒋素珍

省政府出台措施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等纳入市州绩效考核体系

2020年建成“支撑型知识产权强省”

长沙渔业路东延线隧道贯通
5月23日，长沙市开福区渔业路东延线隧道全面贯通，开始隧道内各管线和地下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渔业

路西起盛世路，东至东二环线，全长约1300米，其中有980米隧道下穿车站北路和福元路，隧道部分为双向4车
道。预计今年7月底通车。 记者 李健 摄影报道

2017年度重点专利技术转化项目发布

“焊缝智能跟踪”项目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