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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高招会明天在水城明珠举办
上海交大、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纷纷加盟

本报聊城 6 月 24 日讯 (记者
张跃峰) 2013 年山东省高考成

绩 24 日下午公布，备受考生及家长
关注的 2013 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
会也已准备就绪。其中，聊城综合场
26 日将在水城明珠大剧场举办。

随着 24 日下午高考成绩公布、

录取分数线划定，接下来考生及家
长将重点关注志愿填报。为了给考
生及家长提供咨询平台，受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委托，由齐鲁晚报
和山东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联合举
办的 2013 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26 日将走进聊城，在水城明珠大剧

场(聊城市湖滨路 3 号)举办综合
场，高职场 7 月 28 日举办。

据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活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参加本次聊城综合场次的院校也
已经确定，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
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南京邮电

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等名
校都将派出招生人员，来聊城现场
解答考生及家长的问题。

与此同时，除了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山东现代
职业学院、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山东

职业学院、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众多知
名高职类院校外，还有山东大学加
拿大高等教育基础部、金吉列留学、
山东省留学服务中心济南分中心等
留学机构助阵，立体化的平台将为
考生及家长提供多种发展选择。

光明小学一年级招生还不到时候

幼儿园代收“借读费”遭质疑
本报聊城 6 月 2 4 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 近几天，城区阿
尔卡迪亚小区连续有多名学生
家长致电本报反映，小区附近的
光明小学一年级还没开始招生，
其附属幼儿园就已经通知他们，
如果孩子将来在光明小学上一
年级的话，现在就得交 2000 元
的借读费，而且钱直接交给孩子
幼儿园的老师，不给开具任何收
款证明。

据市民林先生介绍，他在阿
尔卡迪亚小区 4 期买的房子，去

年年底才交房，他前段时间刚入
住，户口还在外地没有迁到聊城
来。入住新居后，孩子也转到了
小区旁边的光明小学附属幼儿
园上大班，按照年龄今年该上小
学一年级了。上周四，他去接孩
子放学时，幼儿园老师告诉他，
因为他家孩子的户口不在聊城，
如果孩子将来想在光明小学上
学的话，得交 2000 元的借读费。

按照林先生的想法，他在阿
尔卡迪亚小区买了房子，根据现
行政策户口也可以迁到这里，之

后孩子根据划片招生上学完全
没有问题。而且，就算户口短时
间迁不过来，由于他在附近有店
铺，可以按照进城务工子女将孩
子送进光明小学上学。可是他一
打听，有学生家长告诉他这都很
麻 烦 ，还 不 如 交 2 0 0 0 块 钱 省
事。等林先生找到孩子所在幼儿
园的老师交钱时，却发现对方只
是简单记录了一下，却不给开具
任何收款凭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凡是户
口不在光明小学划片招生范围、

孩子又在该校附属幼儿园上学
的家长，上周陆续都收到了交借
读费的通知，有的是接送孩子时
老师直接告知的，有的则是老师
让孩子转告的父母。由于孩子没
说明白，家住阿尔卡迪亚 3 期的
市民王女士还特意跑到学校，向
老师求证了这一问题。

2 4 日，该幼儿园任园长介
绍，其实收的这个费用严格意义
上不能叫“借读费”，正常情况
下，孩子上小学后由于属于义务
教育，国家每年每人都要下拨

600 元的教育经费，而这个经费
是拨到孩子户口所在地的。由于
在幼儿园上学的不少孩子户口
不在光明小学招生片区内，而学
生家长又想让孩子到光明小学
就读，为此幼儿园和小学进行了
协调，由学生家长自己承担这部
分教育经费。一般来说，6 年一
共要 3600 元钱，经幼儿园跟小
学协调给优惠了 1600 元钱，只
收 2000 元。至于为何不开具收
据，任园长介绍，收钱的老师那
里有记录，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政策点击>>

片外学生就读

不能收任何费用

24 日，记者从聊城市教
育部门获悉，根据聊城市教育
局 5 月份下发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全市义务教育段学校招
生秩序的通知》，所有义务教
育段公办学校都要严格执行

“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原
则，不能搞任何形式的的选拔
考试，更不允许违规收取任何
费用。

而且，义务教育段公办学
校首先要无条件接受辖区内
适龄儿童就学，解决好残疾儿
童随班就读问题，解决好辖区
内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
问题。学位有剩余的学校，经
县(市、区 )教育局批准，可在
不超过规定班额的情况下，接
受片外学生就读。但不许违规
收取任何费用、进行任何形式
的选拔性考试。

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
子女到暂住地辖区内的公办
学校入学，须同时提供一下证
明材料：一是监护人的工商营
业执照 (含纳税证明 )或正式
的劳动合同证明(含劳动保险
证明)；二是监护人在城区的
房权证或城区内房屋租赁合
同；三是公安部门签发的居住
期一年以上的居住证及户籍
所在地户口本；四是计划生育
工作机构查验过的《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

延伸调查>>

光明小学：“幼儿园可以相信”

随后，记者前往光明小
学了解此事，学校总务处一
位负责人一再表示，自己不
是很清楚这件事。但当提及
幼儿园收 2000 元却不给开
具任何收款凭证，而且是由
幼儿园大班的各个老师收取
的，这钱拿的是不是让人放
心时。这位负责人说了这样
一番话，幼儿园老师肯定不
会私自乱收费，如果收了钱
孩子最后不能到光明小学上

学，老师和幼儿园又跑不了。
“你完全可以相信幼儿园的
老师，这么多人，又不是你一
家，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老
师咋说，你就按照要求来就
成。”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由
于东昌府区中小学招生政策
还没出来，具体今年学校招
多少人、哪天招生，都还没最
后确定。“至于招生日期，大
概在 7 月初，四五号左右。”

阿尔卡迪亚小区

很多居民户口在外地

据阿尔卡迪亚小区一
位居民介绍，虽然教育部门
三令五申小学招生不准收
取借读费，据他了解在聊城
不少学校或多或少存在这
一问题。光明小学收取借读
费一事之所以影响这么大，
主要是因为学校附近的阿
尔卡迪亚小区居民，户口不
在聊城城区或光明小学划
片招生范围内的情况比较
多。

在随后的采访过程中，
记者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其
中，阿尔卡迪亚小区 4 期大
多数房子去年 12 月底才交
的房子，其中有 4 栋楼还是

这两天才交工，购房者很多
都是从冠县、莘县移居到这
里的，户口还没往新家这里
迁移。阿尔卡迪亚小区三期
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只有一
期、二期的居民情况还要好
一点，有的人已经将户口迁
移到这里。

一位居民还向记者透
露，往年就有居民因孩子上
光明小学要交借读费“闹
过”，后来由于造成的影响
太大，将收取的借读费全部
退了回去。“没想到今年还
会出现收取借读费这样的
情况。”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光明小学大门。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光明小学北面紧挨着的就是其附属幼儿园。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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