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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引入第三方有了山东规范
测评满意率低于八成终止合作，严防成培训机构的“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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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英国传来喜讯，山东
科技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学专
业2018级伍斯特大学“3+1”项目
13名学子全部收到曼彻斯特大
学、南安普顿大学、纽约大学等
QS前100名校录取通知书。

2021年6月，财经系13位学子坚
定出国留学信念，远赴海外勇敢追
梦。一年来，他们在伍斯特大学体
验不同的教育方式，感受不一样的
文化生活，接受优质的国际教育，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展学术
交流与合作，不断丰富人生阅历，
开拓国际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努
力学贯中西，取得优异成绩。

近年来，财经系以留学报国教
育为主线、样板支部建设为载体，
着力打造爱国主义教育亮点工程，
积极构建留学报国思政体系；强化
家校协调，优化留学服务，浓厚学
风建设，不断健全留学规划指导体
系；注重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加
强心理关爱和朋辈互助，全面完善
留学发展支持体系，学生出国留学
取得累累硕果。 （云兵兵）

记者 徐玉芹

2022年4月21日，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以
下简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迎
来新校长，也是组建以来的第二
任校长。与首任校长宁光院士一
样，第二任校长也颇有来头。他
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精神医学

与睡眠医学家、北京大学医学院
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2019年2月，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正式成立，同时挂山东省医
学科学院牌子。自科教融合改革
以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突出科教融合特
色，实施“大学+医科院+附属医
院”发展模式，推进实质性融合，

“1+1＞2”的聚合效应不断显现。
迅速成为山东省重点建设高校
和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冲一
流”高校，临床医学学科入选山
东省“高峰学科”建设学科。校

（院）正式组建三年时间，基本形
成以医学、药学学科为两翼，其
他相关学科为支撑，全力冲刺

“双一流”的发展态势。

北京大学医学院官网资料
显示，陆林，男，1966年9月生，中
国科学院院士，精神医学与睡眠
医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院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所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北
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主任。

记者 徐玉芹

4月21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
2022年在山东开展综合评价招生
试点高校的综招简章。11所在山
东试点综招的高校中，除浙江大
学外，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
10所高校综招简章悉数公布。与
去年相比，10所高校今年综招政
策均有一定调整。

山大新增2个专业
取消填报志愿“门槛”

2022年山东大学在山东的
综招计划仍为300人，与去年持
平。尽管山大今年综招计划数不
变，但仔细对比发现招生专业与
分专业招生计划是有调整的。比
如新增了两个专业——— 智能建造
与智慧交通，10个计划；计算机类

（计算机与智能方向），10个计划。
3个专业今年减招，具体是：计算
机类（软件数媒与大数据方向）从
去年的15个计划减至10个；马克
思主义理论从去年的15个计划减
至10个；护理学专业则从去年的
30个计划减至20个。

山大今年综招还有个重要
变化，那便是取消了填
报综招志愿的“门槛”
限制。在2021年综招
简章中，山大明确
要求“报考第1、2、
3组专业的考生
高考总成绩须

达到山东省
前25000

名，其
中

高中阶段在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信息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省
级赛区一等奖及以上的考生（以
官方网站公布名单为准）高考总
成绩不低于山东省特殊类型招
生控制线即可报考”，“报考第4
组（护理学）专业的考生高考总
成绩不低于山东省特殊类型招
生控制线”，今年的简章则删除
了这两条表述。

海大扩招10人
山师比去年减招20人

今年在山东试点综招的高
校仍为11所，包括山东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等9
所省内高校，以及浙江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两所省外高校。除浙
大尚未公布简章外，已公布简章
的10所高校中，有两所高校扩
招，两所减招。扩招的是中国海
洋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两校各
扩招10人；减招的是山东师范大
学与青岛大学，其中山东师范大

学减招20人，青岛大学综招计划
减半。其他高校与去年持平。

中国海洋大学今年综招增
加10个计划之后，总数达到50人。
新增的10个计划主要是增加了一
个招生专业——— 化学。其余3个专
业保持不变。物理学还是10人，德
语专业和日语专业各15人。

华南理工大学今年在山东的
综招计划为68人，比去年增加10
人。3个综招专业均在华南理工
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就读。

山东师范大学今年综招计划
为330人，比去年减招20人。仍按

“卓越教师星辰计划”“东岳学堂
计划”“国际联合培养计划”三类
招生。“卓越教师星辰计划”中，去
年备受追捧的“小学教育”专业今
年没再出现。“东岳学堂计划”中
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党史党建人
才卓越班）今年招20人，比去年减
招10人；旅游管理（旅游规划开发
与产业运营人才卓越班）今年招
20人，比去年减招10人；新增了公
共管理学院的劳动与社会保障

（政策人才卓越班），今年招30人。

“国际联合培养计划”中的物理学
（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联合培
养）、化学（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联合培养）、生物技术（与英国阿
伯丁大学联合培养）各招20人，均
比去年减招10人；增加了商学院
的工商管理（与美国肯塔基大学
联合培养），招20人。

青大综招计划减半
压缩认可竞赛项目

青岛大学今年将综招计划
从去年的300个减至150个。

据了解，青岛大学今年综招
只保留了6个创新实验班，比去年
减少4个。保留下来的分别是人文
社会科学创新实验班的历史学专
业，20人；公共管理数据科学创新
实验班的行政管理专业，30人；语
言大数据创新实验班的英语专
业，20人；上合英俄双语创新实验
班的英语专业，20人；巴斯德生物
技术创新实验班的生物技术专
业，30人；量化金融与金融科技创
新实验班的金融学专业，30人。纺
织工程、软件工程、物流管理、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已停招。

青岛大学今年综招还对报
名条件中的竞赛奖项作出调整，
清理了未在教育部发布的面向
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内的赛事。调整后，青大综招认
可的自然科学素养类竞赛由去
年的22类变为13类，人文综合素
养类竞赛由13类变为8类。自然
科学素养类竞赛仍为省赛三等
奖以上，人文综合素养类竞赛奖
项则从山东赛区决赛三等奖及
以上变为二等奖及以上。

记者 巩悦悦 潘世金 崔烘昌

什么样的第三方
可参与？

记者了解到，山东率先在全
国推行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现

“应开尽开”、有需求的中小学生
实现“应保尽保”。但受资源条件
等因素限制，各地课后服务普遍
存在渠道单一、内容匮乏、质量
不高等问题，学生多样化发展需
求难以满足，课后服务成效没得
到充分发挥。

因此，在充分征求基层学校、
家长和教师代表及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山东省教
育厅制定印发《通知》，明确第三方
规范参与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具
体操作办法和实施要求。

《通知》明确，能够参与学校

课后服务的第三方主要包括机
构和社会专业人员两个类型。其
中，第三方机构主要指非科学类
第三方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的
公益组织，社会其他文化、体育、
科技、实践类团体机构等。社会
专业人员主要包括各地非遗传
承人、民间手工艺人及文艺、体
育专业人士、科技工作者等。

鼓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结

合本地实际和学校需求，自行制
定专业能力认定考评办法，遴选
一批品行端正、专业能力较强、
身体健康的社会专业人士参与
到课后服务中。拟引入社会专业
人员应具有进校组织、开展课程
教育活动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具
备相应的职业(专业)能力证明，
具体资质条件由县级教育行政
部门进行认定或考评。

第三方如何参与
课后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进校服
务要以课程形式呈现，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在遴选前要把好教材、课程

“入口关”，并与学校共同做好日常
监管，确保教材、课程内容符合党
的教育方针和法律法规要求，符合
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有
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科类培
训课程不得进入学校。

根据《通知》，进校服务人员
要服从学校各项管理制度要求，
在校内应严格参照师德师范进
行自律。严禁入校商业夹带和商
业宣传，第三方机构及人员不得
借机搞培训、招生宣传，不得诱
导学生参与校外培训辅导、购买
相关仪器器材或课程服务产品。

按程序引入的第三方服务
的可以以代收费方式收取一定
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各地根据
服务内容及参加人数制定。其中
第三方机构代收费标准要低于
其在校外提供同质培训服务的
收费标准。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会
同各有关部门加强收费监管。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予以财政支持。

如何监管第三方
的课后服务？

《通知》指出，课程质量应达
到服务协议承诺要求，学生和家

长满意度在80%以上并订入服务
协议。学校每学期组织参与学生
和家长对第三方服务质量进行
满意度测评，测评满意率低于
80%的，终止第三方机构进入该
学校该课程项目的合作；非统一
测评期间，30%以上学生和家长
提出不满意的，学校书面责令第
三方服务方进行整改，整改不到
位的，可终止服务协议。

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仲红波
表示，规范引进第三方进入校园，
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解
决学校能力不足的问题，促进课后
服务提档升级，满足学生多样化需
求。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必须坚
守这个初心，严防成为校外培训机
构改头换面招揽生意的“终南捷
径”，严防加班补课加重学生培训
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这些方面既
有必要向社会说明，也提示教育部
门和学校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
规范程序、加强监管。

根据破产管理人及受理案件
法院的委托，2022年4月18日，山东
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通过线
上方式组织上市企业破产重整专
题论证研讨会，围绕出现严重经营
困难的上市企业的财产范围与价
值评估、重整投资人选任、投资人
的出价、重整方案的内容、重整方
案的通过与批准等问题展开论证
研讨。论证研讨会由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唐倩主持，来自山东政法学
院、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和山
东理工大学的民商经济法专家学
者参加论证。

上市企业债权人数多，财产分
布范围广、利益关联方多、法律适
用复杂，本次专题论证研讨组织会
产学研各界合力攻坚克难，助力困
境企业重获新生，保护上下游产业
链和中小投资者权益，帮助职工稳
住就业，化解区域性行业性重大风
险，达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
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宗禾）

10所高校公布山东综招简章，有一定调整

山山大大取取消消志志愿愿““门门槛槛””，，增增加加俩俩专专业业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新校长到任，又是位院士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引入第
三方参与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什么样的第三方能够参与
学校课后服务、第三方如何
参与课后服务、如何监管第
三方的课后服务作出详尽规
范。4月22日，山东省教育厅
举行新闻通气会，对《通知》
实施提出具体的建议。

山科大出国项目

学子均被名校录取

上市企业破产重整

专题论证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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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保持了去年的130个计划，去年
共8个招生大类，今年只保留了5个，增加了1个海洋技术专业，
计划数为30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综招在招生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专业调整也很大。去年18个招生专业，今年增至23个，且对其
中的部分专业做出更换。

◎青岛科技大学今年综招增加了编辑出版学专业
和日语专业，去年的韩语专业没再出现。

计划持平大学综招专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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