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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指出，民办教育收
费按照价格形成机制实行分类
管理， 公参民办学校学历教育
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审批，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由学校据实
收取（不以盈利为目的），报同
级发改部门备案后执行。 其他
民办学校教育收费实行市场调
节价, 收费标准由各民办学校
自主确定。同时，公参民办学校
学历教育按学校类别和隶属关
系实行分级管理， 独立学院学
历教育学费标准由省级发改、
财政、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其他
公参民办学校学历教育学费标
准， 由其注册登记的市或县级
发改、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公参

民办学校名单以教育行政部门
认定并公布的为准。

在收费项目上， 公参民办
学校可以向学生收取学费、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项目原则上与公
办学校一致。制定公参民办学
校学费标准时，应当以办学成
本为依据，综合考虑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家长承
受能力、财政补助水平、学校
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确定。同时
依法履行定价成本监审或成
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
性审查， 集体审议， 作出价格
决定并及时向社会公告等程
序。

7月12日， 长沙市岳
麓区橘子洲街道后湖新
村, 三栋五层楼的立体停
车库主体已经建成。该停
车场共457个车位，其中
有生态停车位176个。预
计本月全面完工。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何丹

实习生 丁子琦 文潇
摄影报道

公参民办学校不得自行调高学费
我省三部门联合发文：公参民办学校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从今秋开学起执行

民办学校学费突然涨价的情况，备受家长关注。但今后，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下称公参民办学校）自行调高
学费的做法行不通了。近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
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民办学历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下
称《通知》），提出将对民办学历教育收费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同时要合理制定收费项目和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收费管理要求从2019年秋季开学起
执行，有效期五年。在此之前，发改委、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制定
2019年秋季学费标准的公参民办中小学校，应严格执行该学
费标准。发改、教育行政部门暂未制定的，暂按公参民办中小
学校自行制定并对外发布的学费标准收取， 待两部门制定学
费标准后，学校自定标准如有超出，冲减2020年春季学费。

另外，必须规范收费行为。民
办学校按学段实行“新生新办法、
老生老办法”的收费管理原则，小
学分一至三年级和四至六年级两
个学段，即小学一年级、四年级可
以按照新生新标准收费，初中、高
中、大学分别为一个学段。外校转
入学生的收费标准与转入学校相
应年级收费标准相同。

学生在校期间的收费分学
期或学年缴纳， 中小学不得跨

学期收费， 独立学院不得跨学
年收费。 民办中小学校需在开
学时一次性收取所有费用。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遵循“学
生自愿，据实收取（不以盈利为
目的），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
原则。学生入学后因故退学、转
学或请假的， 除已终结商品买
卖和劳务服务关系的代收费项
目外， 其他收费由学校实行按
月退费（学年按10个月计算）。

《通知》强调，在制定和调
整公参民办学校学费标准时遵
循四个原则：1、坚持公益性。民
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
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
分， 无论是公参民办学校还是
纯民办学校都要始终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2、 收费标准与办
学成本基本平衡。 公参民办学
校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 应按
照办学成本核定学费标准，计
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反映民办中小学
教育活动正常需要， 并按照合
理方法和合理标准核算。3、定
价成本与公办学校基本平衡。
公参民办学校由于办学模式的
差异， 其公共财政投入低于公
办学校， 但基本办学成本可参
照公办学校标准， 应通过收费

基本覆盖其合理成本支出，促
进学校健康发展。4、 收费标准
与当地平均收费水平基本平
衡。制定和调整学费要参考本
地公参民办学校平均收费水
平，既要给学校发展适度留有
空间，又要保持收费标准的相
对稳定性，还要充分考虑当地
居民平均收入水平， 防止收费
标准调整幅度过大， 或调整过
于频繁。

此外，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
民办学校应建立完善收费管理
制度，按照发改部门规定的收
费项目， 综合考虑办学成本、
市场需求等因素自主确定收
费标准。调整收费标准时应充
分征求学生及家长意见，并提
前60天向学生及家长做好宣
传解释工作。

公参民办学校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调整收费标准须提前60天告知

民办中小学不得跨学期收费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静 黄禧燕 陈英 杨嘉仪

本报7月12日讯 每年暑假，
随着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补习班繁多等情况的出现， 医院
眼视光中心也会迎来配镜高峰。
暑假已经成为青少年近视高发
期，尽管孩子们夜间正常休息，但
他们的眼睛因白天过度使用反而
比在校时更加劳累。

为了提前给家长们“预警”，
湖南省人民医院在马王堆社区成
立眼二科视光部， 并邀请眼科专
家提供相关讲座。

4岁女娃视力只有0.2

“孩子总是玩手机、 看电视，
一开始没注意， 后来大人管教不
了，视力下降得厉害。”长沙市民
罗女士带着四岁半的女儿乐乐到
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眼二

科就诊。
发现孩子眼睛出现问题，是

由于近段时间乐乐看电视或书本
时，双眼几乎眯成一条缝，皱眉、
歪头，距离隔得也很近。经过医生
检查，乐乐双眼远视400度，视力
只有0.2。

眼二科主任沙莎介绍， 暑假
来做视力检查的青少年比平时明
显增加， 主要是因为孩子放暑假
后， 忙碌的父母要么对孩子疏于
管理，任由孩子用手机、电脑玩游
戏、看电视；要么就给孩子密集地
安排补习班，挤占户外活动时间，
导致孩子用眼过度。

护眼产品效果有限

有调查显示，2018年湖南省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不容乐观，小学

生30%、中学生60%、高中生80%。
沙莎提醒， 对于市场上流行

的护眼灯能护眼、OK镜能治愈近
视的说法，不要过分信赖。部分
护眼灯光线谱的确可减少蓝光，
减缓视疲劳，但对近视的防控没
有绝对价值，科学的用眼方法比
各类护眼灯都能有效预防近视。
至于OK镜（即角膜塑形镜），主
要通过夜间佩戴改变角膜形态
的方式来治疗近视，OK镜可起到
延缓近视发展的辅助作用， 但不
能治愈近视。佩戴OK镜具的孩子
需要8岁以上且近视度数在600度
以下，且要求无眼部疾病、眼部炎
症等方可适配。目前，国家对OK
镜有严格的监管，佩戴OK镜必须
要有医生的处方。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靖 肖茜予 实习生 严语

暑期又到“近视制造季”，专家来打“预防针”
提醒：护眼灯、OK镜作用有限，科学用眼是关键

“吴思，无私”！这几天，一则既
悲伤又暖心的故事刷爆了中南大
学师生的“朋友圈”———7月5日下
午，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检验系
2016届毕业生吴思因子宫癌离开
了人世。根据她生前意愿，家属捐
献了她的眼角膜， 并将遗体捐献
给了母校湘雅医学院。（详见本报
7月12日A06版）

这位美好可爱的姑娘去世时
年仅25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对于
她的离开，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
无一不感到遗憾和难过，而对于她
的无私遗愿和善举，也无人不表示
感动和敬佩。

“生死” 从来都是世间最大的
命题，基本上，二者都由不得我们
选择， 只不过唯一的转圜余地是，
我们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在
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在人
类历史长河中，个体生命如涓滴之
于海洋，确实微不足道，但涓滴亦

有自身的价值， 这价值就体现在
以自身的微小，仍然折射了光芒。
作为医学工作者，对于生死，本就
较常人有着更为深刻和理性的认
知，在死亡面前，吴思表现出来的
淡定从容，一是基于性格本身，二
是基于满满爱心。 在2016年的时
候，她就递交了器官捐献表，2018
年生病后又主动联系湘雅医学院
填写遗体捐献志愿表。“世界以痛
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乐观与善
良让这个姑娘以充满爱心的方式
回报世界。

在影片《死亡诗社》中，有一句
经典台词是这样的：“我步入丛林，
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义……我希
望活得深刻， 汲取生命所有的精
髓！把非生命的一切全都击溃……
以免在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
来没有活过。” 这与宗教学家奥里
利厄斯说的：“人不应当害怕死亡，
他所应害怕的是未曾真正地生

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他们所表
达的意思也都是“生命的精彩，跟
长度无关。” 吴思显然以自己的行
为完美地诠释了这个含义。

在中国，器官和遗体捐献从当
初的无人问津，到如今不少人决定
离世后将自己的器官或遗体无偿
捐献， 这其中不仅仅是观念的转
变， 也是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据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夏昆介绍，从2010年到现在遗体登
记已经超过54000人。 而湘雅医学
院作为主要的医学院校， 近几年
来，该校接收遗体捐赠数量为年均
50例左右。 对于这些无私的人，我
们理当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生命会消逝， 但却在奉献中
得以继续。谁说鸟儿飞过，天空中
就不会留下痕迹？ 每一个有爱而
美好的生命，都是我们眼中最灿烂
的花火。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生命在奉献中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