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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十一中原版美国高中欢迎您

赢在当下
——不出国门，郑州十一中就读美国原版高中课程

关于圣玛丽中学
美国圣玛丽中学建于

1865年，是俄勒冈州最古老
和最著名的学校。圣玛丽中
学有许多高素质的教师，在
教学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
位，过去多年被评为俄勒冈
州优质学校，同时还是美国
有资格举办国际学校评估考
试“ISA”考试仅有的两所学
校之一，11年级（国内高二）
学生可以参加“ISA”考试，与
40个国家学生一起考评，学
生高分通过率极高。该校学
生平均“SAT”考试分数也高
于美国全国与俄勒冈州300
分。另外学校还提供17门大
学预科课程，高达73%学生
在高中期间通过了这些大学
的课程，为入读知名大学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版美国高中课程介绍

作为河南省率先使用的
原版美国高中，圣玛丽中学
十一中项目班提供三年制中
美双文凭课程，采用原版美
国本土顶尖高中教材，由美
国圣玛丽中学经验丰富的在
职教师担任人文地理、美国
历史、英美文学、ESL、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等外方课程
的教学任务；郑州十一中优
秀师资教授中方核心课程，

中美学分互认，统一录入
JUPITER学籍管理系统，学
生成绩实时录入，百分之百
还原美式高中课堂。全部课
程考试合格后学生可同时获
得郑州市十一中和美国圣玛
丽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

本课程根据国际学生特
点，特别开设大学预备课程
介绍美国大学教学模式、理
念及相关学术要求，并同步
开设升学指导课程，使学生
不同阶段的学习目标更清
晰、更具体，与未来的大学申
请有机结合，使学生不仅能
学到原版的高中知识，同时
与未来的大学学习实现完美
对接。

同时本课程还为成绩优
秀的高二插班生安排SAT/
TOEFL/AP专业课程，学生
完成相关课程后与其他学生
同样具备资格申请美国（或
其它英语国家）一流大学，一
站直通美国及其他世界名校！
课程设置：

课程采用学分制，每学
年7个学分，学生毕业之前需
修满21个学分，其中圣玛丽
课程不低于13个学分；
◆每学年5分为美方主修课
程，包括ESL，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英美文学，英文写

作，TOFEL，SAT，AP等，
◆2分为中方课程或选修课
程，包括语文，综合课程等；
◆学生每学期必须参加25小
时以上的社区服务以及多项
课外时间活动。
入学要求
◆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考
试平均分数不低于105）
◆达到11中分校中招录取分
数线
◆通过美国原版试卷的入学
考试
◆入学考试结束后符合录取
条件的考生，学校将会在考
试后7个工作日内通知考生
录取情况。
课程优势
●河南省率先原版引进美国
高中课程
●采用美国原版高中教材，
美国圣玛丽中学师资，百分
之百还原美式高中课堂。
●中国、美国名校强强联合
打造最优授课平台

●颁发中美高中双学历
新生入学即注册美国圣玛

丽中学学籍，达到毕业要求
后可同时获得郑州十一中和
圣玛丽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
书；
●美国大学百分百认可的
Jupiter成绩管理系统

学生成绩录入美国Jupi-
ter学生管理系统，学生、家长
可随时查看选课信息、成绩、
评语。
●独家提供官方实践活动

暑期“汉语桥”美国中学生
夏令营一对一交流活动；

中国光大银行出具官方社
会实践证明及定制出国金融
计划；
●具有针对性、系统性的
TOFEL、SAT标准考试培训
指导，升学报考指导
●定期组织美国大学招生官
为学生进行大学申请讲座，
帮助学生制定升学规划和目
标；

继上海、广州、武汉、平湖、贵阳等五地美国
圣玛丽高中校区成功开启，2015年3月这所美
国百年名校与河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郑州市
第十一中学携手创办郑州十一中国际部圣玛
丽项目班。

项目资质
本项目隶属郑州市第十一中学，由河南省教育

厅批准【教外〔2015〕273号】教育部备案的教育项
目，由河南省级示范性高中郑州市第十一中学联合
美国俄勒冈百年名校美国圣玛丽中学共同创办。

课程将由郑州十一中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及
成熟的课程与管理体系按照国家教学大纲教授高
中核心课程，美国圣玛丽中学在职优秀教师负责圣
玛丽高中课程和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P课程）的
教学，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中西合璧。

我们深信经过中外教师、莘莘学子的共同努
力，这里一定会成为中原学子直达国外名校的人才
培育高地。

咨询电话：0371—66777561 56601599
13937135717
13598881027

联系地址：郑州市经开区朝凤路11号郑州
11中国际部
登陆官网：http://zz11z.zzedu.net.cn/ 微信平台

上蔡县人民法院院长付自强
昨日受访时表示，贾合军代签名确
有其事。付自强说，事发时的情况
是，贾合军在向驻马店市中院送卷
的时候，是按刘国彬所留的住址去
送的，但刘国彬不在上蔡，“于是出
现了这个失误，等于是代为抄写”。

按照付自强的说法，刘国彬
填写的地址就是老家的地址。这
一说法，与刘国彬所说的所留住
址为郑州不符。

付自强说，邮递员去村里送
文书时，刘国彬不在，只见了刘国
彬的一个侄子，且不肯接收。“邮
递员也不是太负责任，就写了本
人拒签，退回了中院。中院按照
这个进行了处理，程序没有问题，
只是出现了瑕疵。”

付自强认为，贾合军代上诉
人填写该送达地址确认书，的确
不应该，也违反规定，但这仅是工
作失误，不是刑事案件。在当事
人投诉后，他们经过调查，已经对
贾合军作出了行政记过处分。

与刘国彬不同，付自强并不
认可此为“程序违法”。在刘国彬
出示的一段电话录音中，贾合军
也坦承该签字虽为他代签，但只
是工作失误，无恶意。

就此问题，河南中豫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军权、河南国基律师

事务所律师任成宇两位法学博士
受访时均认为，法官知法违法，故
意代签，不属于工作失误，属于程
序违法。

此案一审中，上蔡县人民法
院采纳了原告方意见，认定刘国
彬系涉事小货车的实际车主，应
当担责。对此认定，任成宇律师
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2007年10月1日起、《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10年7
月1日起分别实施后，此类案件已
有了明确界定，一审认定站不住
脚，无论车辆是否过户。

2014年11月12日作出终审
裁定后，刘国彬不断与驻马店、上
蔡县两级法院进行交涉。按他的
说法，终审缺席败诉，实际上剥夺
了他参与辩护的权利，应当被纠
正。

问及刘国彬该如何维权，付
自强说，刘国彬可以随时申请再
审，这也是法定的救济渠道，不受
时限限制。

任成宇、王军权两位博士认
为，针对法官代签名问题，刘国彬
可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申
诉，经过审判监督程序，立案再
审。检察院也可向法院发出检察
建议书，督促法院纠正并避免此
类问题。

再审法官代签送达文书 上诉人缺席败诉

刘国彬不服，拒绝承担责
任，原告方申请再审。2013年
12月，上蔡县人民法院撤销了
一审判决，并判决袁来平、刘
国彬承担原告方各项损失
15.59万余元。

刘国彬继续提起上诉，终
审还是败诉了。驻马店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4年11月发出
的终审裁定说，在该院审理过
程中，经传票传唤，刘国彬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案按
刘国彬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
方均按原审法院判决执行。

这一缺席判决，让刘国彬
无法理解，也难以接受。

刘国彬说，他给案件再审
时的审判长贾合军通过特快
专递寄出的上诉材料中，各项
资料齐全，其中包括上诉状、
在郑州的详细住址以及他和
律师的电话等资料。“法院能
联系到我和律师，咋会作缺席
判决呢？”说着，他出示了当年
发给贾合军的该特快专递封
皮翻拍照片。

经查阅案卷刘国彬发现，
上诉之后、开庭之前的《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签字
系被模仿笔迹代签，包括送达
地址，不仅不是他所写，也不
是他原先向贾合军发出的郑
州现住址，而是“上蔡县东本
乡东本村委”。

按照刘国彬的说法以及
电话录音，贾合军都承认，该
送达文书中的签名，确是他代
签。就此问题，昨日下午，大
河报记者多次拨打贾合军电
话，均无人接听。对代签相关
问题发去的短信采访提纲，截
至昨晚8时发稿，贾也未回复。

法官代签，是工作失误还是程序违法？

赵作海错案被纠正后的3年里，省三
级法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100起
案件依法审理，宣告116名被告人无罪。

5月，省高院依法宣告李怀亮无罪，这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全国范围内第一起以
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命案。

12月，省高院尝试对被告人去“犯罪化标签”，当时存在很多不同声音。后来，部
分尝试被最高法于今年4月份公布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吸纳。

2011年 2013年2012年 2016年
我们希望，像刘国彬案之类

的错案，能够尽快在最大限度内
得到纠正……

刘国彬说，2002年 6月，
他在郑州经商时，花费4000
元购买了许昌市公路总段一
辆车牌号为豫K00510的松花
江牌小型货车。“当时没过户，
后来我把车开回了上蔡老家，
卖给了袁来平。”他说。

上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书显示，2002年8月3日，袁
来平驾驶该车与当地村民岳
振华驾驶的无牌二轮摩托车
相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

坏，摩托车上3人受伤，岳振华
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认定，岳振华驾车会
车时未减速靠右、未佩戴安全
头盔且违法载人，袁来平驾车
会车时未确保安全，且肇事后
弃车逃逸，双方负同等责任。

刘国彬说，他卖车时虽然
也没有过户，但与袁来平签订
卖车合同约定，该车卖出后发
生的一切后果，均由袁来平承
担。在手书并摁了手印的证
明上，袁来平也说，该车由他

实际接收和使用，所有权也归
他，产生的任何法律事宜均由
他承担，与卖车人无关。

昨日下午，袁来平受访时
认可这个说法，也表示确有这
样的卖车协议。

尽管如此，岳振华的家人
于2008年10月提起诉讼后，
上蔡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刘
国彬系豫K00510车辆实际车
主，应承担司机袁来平造成的
损害后果，判决赔偿原告方各
项费用9.6万余元。

卖车未过户出了事故 有免责合同仍被判担责

法制河南·错案警示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