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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8日讯 为了提
升学历， 或者为知识更新“充
电”，许多在职人员会选择边工
作边读研。以往，在职人员读研
只需参加每年10月举行的全国
联考，但从今年起，这一考试取
消， 相关工作纳入全国硕士研
究生统一入学考试。近日，教育
部下发相关通知，明确指出：从
2017年起，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两类分别编制和下达全国博
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
依据国家统一要求， 执行相同
的政策和标准。

这项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重
要改革将对在职“考研党”带来
何种影响？ 湖南研究生招生制
度将有何种变化？ 记者今日邀
请我省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进
行解读。

明确“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

按照教育部要求， 统筹全
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协
调发展，并明确界定，全日制研
究生是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
校规定年限内， 全脱产在校学
习的研究生； 而非全日制研究
生则是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
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
当延长基本修业年限）内，在从
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
时， 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
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
生。 另外，2016年11月30日前
录取的研究生按原有规定执
行；2016年12月1日后录取的
研究生从培养方式上按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形式区分。

【解读】 从明年起，以前的
“在职研究生”将改称为“非全

日制研究生”。因原有全国硕士
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既允许在
职人员报考， 也存在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 改革
后须在录取时明确全日制或非
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

分类下达招生计划

教育部通知规定， 从2017
年起，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
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分别
编制和下达全国博士、 硕士研
究生招生计划。其中，全日制招
生计划以2016年原双证招生计
划为基数， 非全日制招生计划
以2016年各招生单位实际录取
的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单证）规模为基数。

【解读】 据统计，2016年我
省有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湘潭
大学、湖南科技大学、长沙理工
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和南
华大学招收录取了攻读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在职人员，上
述高校共计录取人数为 6762
人。由于改革后，在职考生的考
试难度加大， 报考人数或将减
少， 一些高校非全日制招生将
可能出现招不满计划， 或者计
划缩水的现象。

学历学位证书效力相同

通知还明确规定， 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
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
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
位和相同效力。

【解读】 可以肯定的是，对
非全日制研究生而言，改革后，
其文凭的“含金量” 将明显提
升，社会认可度也将提高。

■记者 黄京

本报9月18日讯 今日
上午， 由本报和阿里巴巴公
益“天天正能量”联合举办的
“行走圭塘河”———2016江河
卫士环保公益活动第二阶段
正式启动， 阿里公益志愿者
沿着圭塘河清理垃圾、 宣传
呼吁市民保护圭塘河， 近百
名市民、志愿者参加活动。

“通过第一阶段的行走，
志愿者、 小朋友们亲眼看到
了源头水质的优良和极度
缺水的对比， 也看到了中下
游部分水段水质遭遇污染、
经过治理后仍面临臭、 脏的
现状，仍需要继续治理、需要
引起更多市民的关注 、呵
护。”本报公益记者叶子君表
示。

第一阶段活动， 阿里公
益志愿者在圭塘河溯源、沿

途抽检水质、提取水样，经过初
步检测后， 将水样送到专业机
构进行更细致的检测。

在源头鸭巢冲水库， 志愿
者朱移生、刘科、冷昭群等抽检
了水样 。“水库化学需氧量
（COD） 在15-20毫克每升，氨
氮测试盒测定值小于0.1毫克
每升。水质还是不错的，相当于
地表水I级。”刘科说。

随后， 阿里公益志愿者先
后在圭塘河源头、振华路、比亚
迪段、喜盈门段、浏阳河入口段
提取水样、 检测。“越往下游水
质越差，浏阳河入口处的COD、
氨氮含量都已爆表， 分别超过
250mg/l、1.5mg/l。”志愿者冷
昭群介绍。

沿着圭塘河， 志愿者一路
检测一路捡拾、清理垃圾，并向
路人宣讲环保知识、 呼吁市民
保护圭塘河。在浏阳河入口处，
志愿者发现不少网箱捕鱼者。

“不要在这里捕鱼啦，这么
小的鱼也卖不了几个钱， 这样
的鱼你卖到市场也昧良心啊。”
朱移生、 冷昭群等志愿者极力
劝说捕鱼者，要保护河流、让鱼
在河里净化水质。

本报9月18日讯 父亲去世、
母亲带着妹妹改嫁， 他独自留下，
照顾家中70多岁的爷爷和智障且
身有残疾的奶奶……今日上午，湖
南第二届“最美孝心少年”评选表
彰活动在长沙举行，包括陈震在内
的40名青少年获湖南“最美孝心少
年”称号。

这40名孩子中， 最大年纪的
是17岁，最小的只有9岁，他们有
的家境贫寒， 打小就挑起照顾双
亲的担子； 有的会用小小的身躯
接过妈妈肩上的豆腐脑木桶，替
母亲分担家中负担……面对生活
的挑战，他们没有气馁，而是乐观
坚强、努力学习，为全省青少年做
出了榜样。

■记者 吕菊兰

本报9月18日讯 今日，长
沙市政府官方网站发布《关于
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扶助关怀工作的实施意见》（下
简称《意见》）。自2016年1月起，
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死
亡、 伤残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
金在国家和省的基础上将标准
从每人每月400元提高到每人
每月800元。《意见》 自今年10
月1日起实行。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指独生
子女发生死亡、伤残且伤病残等
级被依法鉴定达到三级及以上、
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

《意见》明确提高经济扶助
标准。自2016年1月起，女方年
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死亡、伤
残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在国
家和省的基础上将标准从每人
每月4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800元。提标后增加的扶助金由
市、 县两级财政继续按原负担
比例分担。 根据本市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 实行特别扶助制度

扶助标准动态调整。
对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 按规定纳入特困人员
供养范围。 对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遭遇意外事件、 重大疾病及
其他原因生活出现困难， 符合
临时救助条件的， 按规定给予
临时救助。

根据《意见》，对年满60周
岁以上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对象发放老年护理补贴，每
人每月200元，所需资金由区县
(市)财政全额承担。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将其纳入居家养老政府
购买服务的范畴， 提供居家养
老上门服务。

《意见》要求，以心理疏导
和精神慰藉为重点， 深入开展
各种形式的社会关怀活动。各
地创造条件， 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请心理专家或社会工
作者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进行
心理干预和疏导服务，组织开展
各种活动， 引导和帮助其积极
面对生活。 ■记者 张文杰

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在职人员读研难度或将升级

“在职研究生”将改称“非全日制研究生”

9月18日，长沙理工大学CRT赛车队采用3D打印空气套件制造的方程式新一代赛车FNX-16首次亮相。新款
赛车车身用全碳纤维材料，内部采用分块式设计，并运用尼龙材料进行3D打印，进气稳压腔、方向盘、平衡尾翼等也
均采用3D打印技术制成。据了解，每台赛车造价约20万，整车质量约240公斤，设计最高时速为135公里。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孙文山 摄影报道

长沙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扶助金
10月起提高至800元

湖湘学子3D打造方程式赛车

40名青少年
获“最美孝心少年”表彰

清理河边垃圾 劝阻捕鱼者
“行走圭塘河”碧水行动开始 邀请市民随手拍圭塘河

即日起，本报邀请市民和志愿者提供线索、图片，随手
拍下你身边的圭塘河，污染严重河段、污染现象或保护圭
塘河有利的措施、故事、人物的现场图片，发送到本报官方
微信、微博。

本报记者和阿里公益志愿者将根据线索、图片实地核
实、报道，并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支持，保护好圭塘河。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周莉

保护圭塘河，邀你随手拍

本报9月18日讯 今日下午，
2016年湖南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周活动在长沙市第六中学启动，
本次主题是：“拒绝校园暴力， 共建
平安和谐校园”。记者了解到，今年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共同推进的方
式。 线下活动为期一周（9月26日
-30日），重点开展“七个一”宣传教
育活动。线上活动则依托“如法网”，
开设专题， 将活动启动式及法治宣
讲制作成宣传片供青少年学习，活
动将延续到月底。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叶泳兰

湖南启动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