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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招生信息必须真实准确、未经公
示的收费项目不得收费、严禁有偿招
生或利用中介机构组织生源……8月
2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关于进
一步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促进民办
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发布，从资格准
入、招生、收费、师资管理等方面，严格
规范民办学校办学。

民办教育频现“不和谐”音符

2016年，我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达 17718 所（占 全 省 学 校 总 数 的
30.98%），在校生总数为 566.27万人
（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 21.77%）。而
在 10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4937
所和174.85万人。

在数量大增的同时，我省民办学
校的办学质量也不断提升，河南大学
民生学院、黄河科技学院等民办院校，
已成为享誉省内外的明星学校。

但是，民办教育事业在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有“不和谐”音符，一些地方

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民办学校管理松
懈、服务监督不到位等问题，个别民办
学校法治观念淡薄、内部管理混乱、安
全事故频发，乱办学、乱宣传、乱招生、
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不
仅损害了学生的合法利益，也败坏了
民办教育的声誉，影响民办教育的持
续健康发展。

出重拳整治民办教育乱象

为了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省
教育厅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学
校办学行为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
通知》，整治民办教育乱象。

规范民间投资办学准入。在进一
步放宽民间投资办学准入，不断完善
支持和鼓励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的
政策措施的同时，加强民办学校的统
筹规划和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各级各
类学校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确保民
间资金规范有序进入教育领域。

规范招生行为。各级各类民办学
校要严格按照审批机关核定的学校名
称、办学地点、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开

展宣传、招生和教育教学活动；招生简
章或招生信息必须载明招生类型、学
历层次、收费项目和标准等信息；严禁
有偿招生或利用中介机构组织生源。

严格规范收费和资产管理。民办
学校要坚持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未经
公示的收费项目不得收取；严禁以任
何名义、任何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办学；
严禁违背学生意愿组织开展融资活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民办学校
财务管理的监督和指导，切实防止营利
性民办学校过度追求经济利益、抽逃办
学资金、挪用办学经费或恶意终止办学
等侵害师生利益的问题发生。

及时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办学行
为。要加大督查力度，对违法违规办
学行为，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学校举办
者及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约谈或通报
批评，减少学校招生计划，情节严重
的，责令学校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
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要把表彰奖励与打击违法违规办学行
为进行挂钩，实行“一票否决制”和“零
容忍”，切实强化学校规范办学的意
识。②40

我省对民办学校违法违规行为说不

严查乱办学乱宣传乱招生乱收费

8月2日，在光山县一家艺术学校内，孩子们正在学习吉他。暑假期间，该校聘请4名大学生做指导教师，吸引了许
多孩子前来学习音乐、美术等课程。⑨6 谢万柏 摄

十大国评助阵
邀你来品美酒

7月6日，由河南日报社、

河南省酒业协会、河南省宋河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

品酒大赛”，在省会郑州正式

拉开帷幕。20多天过去，各

地报名踊跃，由宋河酒业 10

位国家级白酒评委担纲的“国

评训练营”也已正式开营，在

他们的指导下，首站活动已于

信阳市罗山县顺利结束！以

下是10位宋河国评对本次活

动的感想和对公众想说的话！

何以欢乐，唯有宋河！

今年夏天，“宋河杯”河南省首届
民间品酒大赛全面开赛，这是一场属
于白酒爱好者的全民狂欢。

报名的选手不但可以尝遍宋河
所有好酒，还有机会角逐 10万元大
奖，同时，报名即有机会获得珍藏版
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大赛纪
念小酒！

报名条件：18-65周岁，身体健
康，适合饮酒者。活动仅限河南户籍，
非专业人士参加，如发现有违规者，主
办方有权立即停止其参赛资格。

报名及参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哦！
一等奖1人：10万元
二等奖1人：5万元
三等奖1人：3万元
优秀奖6名：各1万元

拨打热线电话报名：400 682 5559

吴涛

与酒共舞，杯中有风情
白酒富含的有益成分较红酒高出很多，

尤其是中国白酒，世界独一无二，十二香型，
各有特色！杯盏交错间，喝的不仅

仅是酒，更多的是感情，
是心情！

国家级白酒评委、高级评酒
师、高级酿酒师、现为宋河酒业酒
体设计中心小样设计室副主任

李绍亮
你在酒友里小有名气

不如在这里展现自己
品评和饮用白酒，不仅是一种艺术的享

受、美的享受，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酿造业
的支持，来吧朋友，让我们“为了

我们传统白酒业的发展
——干杯”！

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
现为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

李学思
“中国浓香型白酒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委员”（河南唯一）、中国白酒
3C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为宋河
酒业副总工程师、科研中心主任

匠心是发自内心的召唤
匠心是发自内心的召唤，你品酒我买

单，真正高手在民间；因酒结缘成挚友，尽享
美味宋河酒；品佳酿聚财富，十万

大奖致富路。

孙志新
国家级白酒评委，现为宋

河酒业工艺师、高级酿酒师，
河南省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

美酒入喉，五味在心
观酒色，闻酒香，尝酒味，乐在酒中。体

验“闻香识酒”之乐趣。尝酸甜苦辣，品五味
人生！享乐趣，赢豪礼，有雅兴

你就来……

董金仓
国家级白酒评委、高级品酒

师、高级酿酒师，现为宋河酒业酒
体设计中心副主任兼小样室主任

白酒，是人世间最富有生命的气息
酒实在是妙，酒才是男人的魂！几杯酒

下肚，平素里不苟言笑的人，也会绽出笑脸；
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也能侃侃而

谈！这就是酒的魅力！

李军
国家级白酒评委、国家高级注

册品酒师，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白
酒专家委员会委员

爱喝能喝是好汉，会喝会品是酒神
品酒大赛拉帷幕，喝酒挣钱两不误！爱喝

能喝会喝的大神们，来吧！“宋河杯”民间品酒
大赛，一个让你成为民间酒艺术

家的平台！

魏殿阁
国家级白酒评委、高级酿

酒师、高级品酒师，现为宋河酒
业酒体设计中心评酒室主任

热爱生活，方能尝出杯中百味
作为一名品酒师必须要热爱生活，有了
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才能够站在

消费者的角度，在美酒中
加入美好的元素。

李富强
中国酒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双料国评”，同时也是河南省白酒
品酒大师、河南省酿酒行业技术能手

挑战舌尖极限，酒中恣意青春
白酒是最能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的物质，

它是中国所独有的工艺，是任何国家
都无法模仿和比拟的。希望大

家多了解白酒、学习品
酒，感受传统白酒文化。

王志杰
国家级白酒评委、高级评酒

师、高级酿酒师，现为宋河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酒体设计中心副主任

品天地精华之酿，心灵与美酒缠绵
宋河酒集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而成

玉液琼浆！举起一杯宋河酒，品到的岂止
是美味，它还浓缩了天地山水的
精华，延展了我们心灵与美
酒的缠绵!

吴秋志
河南省首席评酒师、白酒

大师，现为宋河酒业副总工程
师、酒体设计中心主任

善品者，自非凡
河南是中国白酒的发源地，宋河粮液是

“中国名酒”，它历史悠久，工艺独特，在此真
诚欢迎大家品评宋河酒，参加河南
首次民间品酒大赛，“善品者，
自非凡”！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曹中卫 高志鹏

8月 1日晚上8点，开封市祥符区
陈留镇朱清寨村村委大院灯火通明。
开封市人大常委会扶贫工作队队员、
乡村干部和村民围坐一圈，正在开村
里的脱贫攻坚干群“夜谈会”。

“今晚，咱们还是要唠唠咱们村里
脱贫的事儿，大伙儿有什么意见和建
议，尽管提、尽管说。”村支部书记王
建中说。

81岁的老党员贾有德开了头炮：
“说心里话，自打村里开展脱贫工作
后，驻村工作队这一帮子人，可没少辛
苦！但咋找到咱村长远发展的出路，
才是根上的问题。”

贾有德的话，一下打开了在场群
众的话匣子。

“我一个农村妇女，没啥文化，但

咱分得清好赖。只靠政府救济，帮得
了咱一时，帮不了咱一辈子！”贫困户
武秋玲说，“上次夜谈，我就提过咱村
有做皮件加工的基础，领导们能不能
想想办法，把这个加工项目拾起来？”

“秋玲上次说过这个事后，大家就
认为是个很好的建议。这不，前些天，
由乡里协调，村委已经和大力帆布厂
谈好了，要在咱村成立服装加工厂，订
单加工，按件计费，保证收入。一会儿
会议结束就可以报名。”王建中说，“另
外，村委还动员村里的大棚蔬菜种植
户联合贫困户成立了‘朱清寨大棚蔬
菜种植合作社’，谁愿意加入，今晚也
可以报名。”

贫困户刘继周问：“种大棚，赔了
咋办？”

“我和村里另外几户比较有经验，
也有稳定销路！”有着10年大棚种植
经验的村民侯平说，“村里和合作社都

说好了，由合作社统一采取购销一体
化模式。万一年景不好，由咱村里和
合作社负责亏损部分，保证不让贫困
户往里赔一分钱。”

今年 6月份起，祥符区针对农民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在
推进脱贫攻坚过程中，创新开展“夜谈
会”活动：通过合理安排时间，让干群
经常面对面，有效防止干群联系“两张
皮”“干部干、群众看，各吹各调”等问
题的出现。

“‘夜谈会’拉近干部跟群众心与
心之间的距离，心离得近了，团结脱贫
有了合力，工作也好开展了。”驻朱清
寨村第一书记张海强表示。

自开展“夜谈会”活动以来，祥符区
共入村召开干群夜谈1216场次，结合
群众建议，拟定脱贫项目129项，向农
民提供致富信息11000多条，帮助村级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12件次。③4

村里开起了干群“夜谈会”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去政府机关办事，最好让群众只跑一
次就能办成。”8月1日，记者在济源市
获悉，该市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最多跑
一次”改革，将于 8月 20日前公布第
一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

负责此项改革的济源市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马秋红说，所谓政务
服务“最多跑一次”，是指群众和企业到
政府机关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中的

“一件事情”，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受理条件时，从受理申请到作出决

定、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程能够实现
“一次上门”甚至“零上门”。财政部门
安排了专项资金，将为有特殊情况的办
事群众提供“快递送达”服务。同时，该
市将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公布、政府统
一公布与部门单项公布等多种方式向
社会公布，并通过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平
台和“12345”政务服务热线电话，向企
业和群众提供“一次性告知”咨询服务。

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该市
将通过三种方式公布，即搭建“线上”
公布栏，让各单位在各自网站上公布

的同时，统一在济源之窗、济源政务服
务网上公布；开设媒体督查栏，按时间
节点将各单位的清单在媒体上向社会
通报；开展第三方评价，靠企业和群众
的监管来推动部门落实责任，提供“一
次性办结”服务。

据介绍，该市将于8月20日前向
社会公布第一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
单；9月 20日前公布第二批清单；今
年年底前，按照“成熟一批、公布一批”
的原则，再公布若干批“最多跑一次”
事项清单。③4

济源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改革

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