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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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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电维修

●专移修收空调充氟53778919
●空调维修加氟清洗63288160

声明

●河南三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2018年11月26日开
具给上海宝冶和昌三十号地
块维修费收据，编号0004005，
金额16000元；2018年11月23
日开具给中铁十九局集团有
限公司的配件款,编号0004003，
金额11872元，自2018年12
月2日起逾期作废。

●东岸尚景B区10号楼1单元16
层1603号住宅房款收据遗失，

编号7102376，金额10000元；

编号3065760，金额150000元；

编号0627770，金额112504元，

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颐和福晶园面

包房(注册号410101600121102)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罗京遗失郑州美好艺境置业

有限公司2018年11月9日开具

的定金收据，收据号：19135
24，金额5万元，声明作废。

由此丢失引起的一切纠纷本

人承担与收据开具方无关。

●程艳争,护士执业证遗失,编号

201141020871,执业单位太康

县第二人民医院,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顺子美发店营

业执照副本410103600215270
遗失，声明作废。

●谢立智，男，注册会计师非

执业会员证书遗失，证书编

号4120150003注册时间2015
年,丢失时间2019年声明作废。

●河南云杉实业有限公司郑州

第一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5MA46X0RP64，声明作废。

●河南旸硕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
10104072720806，声明作废。

●河南明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法人章(李泰)遗失,声明作废。

●郭花遗失新银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金额

340809元（票号07898899）
的票据，特此声明作废。

●登封市市区迎河饭店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0185MA44MFEX84
（1-1），声明作废。

●郑州盟选贸易有限公司（税

号914101000794308704）遗
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已开

作废）3份，发票代码04100180
0104，发票号码09832097、09
832096、09832095，声明作废。

●编号P411692005，姓名李诗

妍，出生日期2016年3月2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新乡市秋实商贸有限公司（税

号：914107043358006830）遗
失发票4份：发票代码：41001
64320，票号：02242981-0224
2983；发票代码：4100163130，
票号：01641242；声明作废。

●河南宇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4345001
017Q,声明作废。

●龙亭区世青干菜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0202MA40UX8
W0F，声明作废。

●李文啟,巩房产证字第00164
号房产证遗失，房屋坐落巩义

市孝沙路10号，声明作废。

●我公司，河南全温层物流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小码410105
0032110，声明作废。
●罗自存(身份证号4130291979
05055123)购买漯河御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恒大名
都项目车位I1-123房编号为
6020571的收据(金额60000)
丢失，声明作废。
●罗自存(身份证号4130291979
05055123)购买漯河御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恒大名
都项目车位I1-122房编号为
6020570的收据(金额60000)
丢失，声明作废。
●仝温斌，单位仝温斌西医诊
所医师执业证遗失编号110
410000039684声明作废
●郑州茂辉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1份河南增值税专票的抵扣
联，代码4100183130号码
03211282声明遗失。
●张国荣遗失郑州市骨科医院
开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代码410214批次0B[20
18]票号0358532住院号2019
05570金额7243.67元声明作废。
●河南本草国药馆连锁有限公
司郑州南阳路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遗失，许可证编号
JY14101050058259特此声明。
●中牟县富源牧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225
58343125U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郑州市郑东新区晓

帅巴江烤全鱼店税务登记证

副本遗失，税号410422196
81107592401声明作废。

●河南金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G1041
010500166760L）原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区银河办国亮星

港娱乐会所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00MA44WWKQXC,声明作废。
●张丹不慎遗失平原新区税务

局开具的坐落于太行大道滨

湖大道交汇恒大御景湾的契

税发票1份，电子税票号:320
161116000022155，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永达放心鸡肉

特约经销商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遗失，税号41010519801
105445101，声明作废。
●王珍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丢

失,编码20164121041228291
96911120428声明作废。
●王志丹 JYDJ241010407000022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段开元，男，于2019年05月
医生资格证书遗失，编号20
174111041272619890723
8495发证日期2017/11/6医
生执业证书遗失，编号20141
0100004646发证日期2018/3
/12，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林海花木场遗

失公章，特此声明。

●郑州市管城区米妮服装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104600651952，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会平粮油干调

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08MA43CKPC4D)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 注销公告

登封我优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185MA4567KN6T）经股

东决定即日起解散,本公司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96211
依托纸媒，大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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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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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AⅠ·04

今日评论 关键词 教育经费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近
日公布了2018年度决算，显示2018
年度教育部来华留学教育共支出
约33.84亿元，而同期教育部国内
高中教育支出约为22.86亿元、小
学教育支出为6.45亿元。

1
这原本只是教育部例行公事

的信息公开。没想到，却引起了吃瓜
群众的极大兴趣，这组数据迅速刷
屏。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数字对比很
直接：来华留学教育共支出约33.84
亿元，小学教育支出为6.45亿元。

于是，有人迫不及待地计算得
出一个结论：留学生每年的经费支
出是小学生的5倍。此外，与留学生
经费33.84亿元比起来，小学教育
支出6.45亿元无疑少得令人感觉
寒酸。但你知道吗？如果与全国在校
小学生总数比起来，6.45亿元的经
费支出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各省小学生总人数超
过1亿人。1亿小学生分享6.45亿元
教育经费，平均算下来，每人每年的
教育经费是6.45元。要知道，现在的
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免除了学杂费。
而这笔钱，依然要从财政拨付的教
育经费中支出的。

2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至

少包含这样几个内容：免除学杂费
后的标准补助、教师工资和养老补
贴、学校的硬件建设和软件维护。以
郑州为例，取消学杂费之后，普通小
学按照每生每年600元的标准补助
公用经费。仅此一项，就是6.45元的
近百倍。

更何况，教师工资才是义务教
育经费中的“大头”，占据总量60%
左右。如果一个小学生一年只能享
受到6.45元教育经费，义务教育能
办成什么样子暂且不提，可以肯定
的是，老师只能从事“义务劳动”。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广东省
地方教育经费总投入4268.43亿元
（不含中央在粤学校经费，含中央财
政对粤转移支付经费），其中，地方
财政投入3189.18亿元。请注意，括
号里面的内容才是重点——地方教
育经费投入，实际上并不包含中央在
地方的院校。那么，这些院校的教育
经费投入在哪里显现？作为教育部直
属院校，这些学校的人事任免和经费
支出，自然是由教育部直接管理。

高校如此，这些高校附属的中
小学校，自然同样由教育部直接管
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教育部此番公布的“小学教育
支出为6.45亿元”，只是针对直属院
校的附属小学而言。毕竟，这只是教
育部的部门预算，并不等于中央预
算，更不能等同于全国教育经费预
算。以部门预算中的小学教育支出，
除以全国小学生总人数，这样的计
算方式，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3
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

拨付，其中，中央财政拨款提供“兜
底”，地方财政拨款才是“主力”，遵循
的基本原则是“省级统筹，县级为
主”。

4月30日，教育部公布了《2018
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快报显
示，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
为46135亿元，其中，全国义务教育
经费总投入为20858亿元。

当然，20858亿元是义务教育

经费总投入。不过，大致计算一下不
难得出，小学经费总投入起码已经
超过了1万亿元。

对比留学生与小学生的教育
经费投入，显然不应该用33.84亿
元对比6.45亿元，如果一定要做个
对比，那应该是1万亿。

去年就曾爆出同样的乌龙对
比。去年5月，有自媒体撰文质疑“教
育部给小学拨款4.1亿元、高中12.2
亿元，给亚非留学生33.2亿元”。在
回应中，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不仅解
释了直属高校中小学的概念，而且
表示，拟出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
质量规范》，为政府管理、学校办学、
社会评价提供指导和规范。

时隔一年，同样的质疑在同样
的时间点卷土重来。已经辟过的谣，
为什么还能继续发酵？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不少人仍对留学生群体
持有警惕甚至敌意。时有发生的留
学生低素质事件，令不少人感到厌
烦；包括大学在内，一些部门或机构
为留学生提供额外优待，更是令不
少人无力吐槽。

如果民间焦虑不能化解，焦灼
的情绪总是不难找到宣泄的靶子，
蜂拥而上的过程中，甚至偏离了标
靶也在所不惜。教育经费中的乌龙
对比，何尝不是如此？

4
再次蒙受不白之冤后，教育部

不得不再次出面澄清。教育部负责
人表示，教育部以中国政府奖学金
的形式资助对方国家学生来华留
学，同时中国学生通过对方国家提
供的奖学金赴海外学习深造。

言下之意很明显，政府奖学金
生是一种互惠互利，来华留学生享
受奖学金的同时，中国留学生也可

以在对方国家享受奖学金。更为重
要的是，能够享受到政府奖学金的
来华留学生只是少数。

教育部负责人透露，2018年共
有6.3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华
学习，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12.8%。
由此可以计算得出，来华留学生总
数已超过49.2万人，其中，绝大多数
留学生属于自费留学。

去年3月，教育部发布消息，
2017年共有48.92万名外国留学生
在中国高等院校学习。两相对比可
以看出，来华留学生仍在持续增长。
如何让来华留学生尽快适应中国
生活，与如何让国内民众接纳这些
留学生，显得同等重要而迫切。

5
在强调完善来华留学生的招生

和管理的同时，教育部负责人表示，
《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
行）》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外学生教
学、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

所谓“趋同化”，就是要求高校将
来华留学生教育纳入全校的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中，实现统一标准的教学
管理与考试考核制度，提供平等一致
的教学资源与管理服务，保障中外学
生的文化交流与合法权益。由此不难
看出，针对来华留学生的监督管理机
制正在逐步健全和完善。

在此基础上，“趋同化管理”当有
助于化解坊间舆论对来华留学生的

“傲慢与偏见”——面对来华留学生，
只有教育机构和职能部门真正做到
一视同仁，才能使大学生和民众心态
平和地对待这些外来者，而不是以

“受害者”的身份将他们看作假想敌。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除“超国

民待遇”与消除“超国民关注”互为
表里，且同等重要。

你以为1个小学生1年的教育经费只有6元钱吗？

大河手机办事处

大河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