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合计数四舍
五入。市级示范性高
中执行表列“其他”
标准。

2、 学费中包括
文体卫生费9元，实
验仪器费12元，水电
费10元，图书费7元，
师资培训费4元，电
教费5元。

3、 与学生学习
直接有关的课程教
辅期刊等， 由学生
或家长自愿向出版
发行单位购买。

4、 高二年级实
际书籍费根据学生
选科据实收取。

人工智能和编程纳入长沙中小学课程
家长看过来：开学在即，长沙2021年春季中小学课程和学费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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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2日讯 湖南职教
如何为“三高四新”战略实施提
供人才支撑？ 今天，2021年湖南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
出炉，提出将“全面推动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高地建设”， 并建设
一批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不断完
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大力实施
“楚怡行动计划”

湖南职教改革发展高地“呼
之欲出”，今年将推动省直部门、
市县政府、职业院校联动落实高
地政策，指导各市州、各高职院
校结合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制定职教高地“一市（校）
一策”建设实施方案。同时，落实
国家《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
划》， 推动我省职业院校提质培
优。针对职业教育各项政策落实
情况及重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督查和调研， 并持续完善中职、
高职（专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

“楚怡行动计划” 也将成为
一项重要工作。今年将有序衔接
卓越职业院校和楚怡职业教育
品牌学校两大项目建设， 开展
楚怡品牌学校和专业建设。建
立健全湖南现代职业教育高端
智库， 开展楚怡职业教育精神
研究，办好楚怡职教大讲堂，定
期举办楚怡职教论坛。 与此同
时， 还将建设楚怡职业教育博
物馆和楚怡职业教育新化传承
基地。 支持湖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升格为湖南楚怡工业职业
技术大学， 支持新化县楚怡工
业学校建设。

聚焦“教材、教师、教法”
改革

将健全和完善职业院校专
业设置预警机制，做好专业设置
管理工作。组织开展职业院校专
业水平和新设专业合格性评价。
支持校企共建特色专业群，每所
中职学校重点办好1－2个专业
群，每所高职院校重点建设2－3
个专业群，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
专业群。通过完善职业教育院校
专业设置标准，规范专业设置行
为， 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开
展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教学标
准合格评价工作，遴选一批省级
优质专业教学、专业技能考核和
实习实训等标准。

如何聚焦“教材、 教师、教
法”的“三教”改革？今年将制定
我省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实施细
则， 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教材管
理、建设、选用和评价监测制度。
同时， 遴选省级专业教学团队，
协同培育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建设一批教学名师（大师）
工作室。此外，探索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虚拟仿真教学等教学方
法，遴选一批职业教育信息化标
杆学校和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
基地。遴选建设一批省级专业教
学资源库，推动国家和省级专业
教学资源库更新。

在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上，将推动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质量评价改革。完善职业院校
办学质量考核评价办法，推动校
级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改革专业
技能和毕业设计抽查评价模式。
持续推进职业院校招生办学行
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格落实
中等职业学校阳光招生举措。规
范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协同整治
在联合办学、实习实训等方面存
在的违规行为。

■记者 黄京

“长沙市被列为2019年
度‘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名
单中，在中小学生中普及人工
智能等教育迫在眉睫。” 相关
专家告诉记者，根据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智慧教育示范区”
建设项目推荐遴选工作的通
知》中规定，开设人工智能教
育课程和实验项目，以应对教
育科技的“零点革命”。因此，
今年春季中小学教材中3-6
年级增加“人工智能教育”，
7-9年级增加“编程教育”。

此外，记者发现，为了适
应高考要求进行课改，高中教

材数量与书籍费也发生了变
化。 高一年级教材费比2020
年春增加8.93元，高二年级则
减少16.37元。 而义务教育阶
段教材费因省调整价格略有
调整，如小学一年级道德与法
治下册2020年春季为5.09元，
2021年春季为5.32元， 增加
0.23元；增加书籍也使书价总
价上升， 如小学五年级2020
年春季223.8元，2021年春增
加了“人工智能教育”和“语文
素养读本”（区教育局增设，由
区财政出资）， 书价总费用为
271.8元，增加48元。

今年春季中小学教材中3-6年级增加“人工智能
教育”，7-9年级增加“编程教育”……春季开学在即，
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了解到，2021年春季中小学课
程设置和教材教辅价格都有相应变化。同时，在长沙
就读义务教育阶段执行公办学校收费标准的外来务
工就业人员子女与本市户口学生入学收费一视同仁；
普通高中学校免收建档立卡家庭等政策范围内学生
学杂费和教材费（扫报眉二维码看各年级收费标准）。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记者了解到， 今年春季
长沙市城乡公办学校、 原执
行公办学校收费标准的行业
(部门、单位)办学校义务教育
阶段收费，继续免收课本费、
教辅资料费、作业本费，学生
只需缴纳少量自愿选择的服
务性收费。 民办学校义务教
育阶段免收课本费， 有条件
的地区可参照公办学校执
行。

普通高中学费标准分省
级示范性高中和其他高中两
个档次。 继续对公办中职学
校 (技工学校)和职业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 符合
国家标准的民办中职学校(技
工学校)全日制在籍在校学生
(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
外)免除学费。

此外，民办学校要切实规
范收费行为， 坚决纠正过度
追求经济利益问题， 杜绝无
序收费。 禁止民办学校虚假
承诺、虚高收费行为，不得以
“包过线”“包录取”“包获证”
“包就业” 为名和学生及家长
签订协议， 不得以此为名向
学生和家长收取规定项目之
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严禁乱收费，制止课堂内容课外补

记者发现，与往年一样，
今年春季长沙中小学收费标
准继续严禁将教育教学活
动、 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
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严禁越权设立收费项目、未
经审批收费或突破已经审批
的收费标准收费。 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不得向住校学生收
取住宿费。 学生保险必须坚
持自愿投保的原则， 由学生
或家长直接向保险公司购
买。

农村学校不得收取校服
费。 城镇学校学生本着自愿
的原则， 向具备资质生产校
服的厂家购买校服。 原则上
城市小学校服，春、秋季校服
每套不超过60元，冬季校服每
套不超过100元; 中学校服，
春、 秋季每套不超过70元，冬
季校服每套不超过110元。

值得注意的是， 长沙还
将继续加大治理补课乱收费
力度，坚决制止“课堂内容课
外补”。

今年大力实施职教“楚怡行动计划”
湖南职教划定工作重点：湖南楚怡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要来了

2021年春季普通高中收费标准表 单位：元/生·期

本报2月22日讯 刚刚过去的
一周，湖南的气温“开门红”，太阳
“给力”。22日全省有多热？湖南省
国家站气温观测数据显示， 午后
两点， 大部气温维持在26℃至
28℃，全省平均气温达26.6℃，其
中安化气温最高，达28.9℃。

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刘红
武表示， 这一次大回暖的背景
下， 华北、 华中很多地方气温
打破历史极值， 湖南暂时还没
有， 但较历年同期平均值偏高
4~5度，南部有些地区还可能偏
高6度左右 ， 给人体感非常暖
和。

不过大家可不要被眼前的温
暖所迷惑，冷空气马上“复工”，携
带着雨水潜入三湘大地。届时，气
温也会随之下降。

实况监测显示，21日8时至
22日8时，怀化南部、邵阳南部、
永州北部、 衡阳北部出现了小
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最高
气温湘西南22℃～24℃， 其他地
区25℃～27℃； 最低气温湘西北
7℃～9℃， 湘南13℃～15℃，其
他地区10℃～12℃。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
周降雨增多，雨日达6～8天。有
两个主要降雨时段， 分别为24
日晚～26日和28日。 其中24日
晚～26日有一次中雨过程， 局地
大雨；28日全省中雨。气温前高后
低，受冷空气影响，25日～26日降
温幅度达8℃～10℃。

■三湘都市报记者 李成辉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秀芬 通讯员 戴帅汝

昨天全省最高温达28.9℃

冷空气“复工”
厚衣服先别收

部分书籍费上涨，新增智慧教育类课程

学生只需缴纳自愿选择的服务性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