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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 10月 18日讯
（记者 赵兴超） 15日、16
日，本报报道泰安部分学校
使用发布学生信息的第三方
平台收费，导致学生家长提
出反对意见。16日，泰安市教
育部门表示正摸底类似问
题，准备从制度和政策上彻
底解决。泰安中儒公司也改
收费模式为免费，将为已交
费家长集中退费。

本报报道泰安部分学校
使用收费的第三方平台，发布
学生作业、通知等信息需由家
长交纳信息费用，自报道以
来，许多家长纷纷反映有相同
遭遇。本报的报道也得到了泰
安市相关教育部门、学校的重

视，包括中儒平台在内，各方
均积极处理此事。16日，东岳
中学小学部家长刘先生给本
报记者发来短信说，刚刚宣布
收费的平台又宣布免费运行，
他与本校和在其他学校上学
的家长都收到了。

中儒平台泰安分公司李
经理说，公司在泰安运作四
五年时间，之前均为免费模
式。采用收费模式，主要是公
司自我运作，支付工作人员
报酬等开支所用。包括记录
每天作业信息整理发送到平
台等工作，都是工作人员在
做，不是学校老师做。

对于家长反映的由学生
拿交费回执单给老师一事，公

司解释之前是学生交给工作
人员，但出现过丢失等情况，
所以改为交给老师。确实有部
分家长不赞同收费，但也有赞
同的家长。公司紧急叫停收
费，改为免费模式，是综合考
虑到各方面的声音。已收费的
家长，可以等待公司进行统一
退费的处理通知，公司一定会
让家长们满意。

泰安市教育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教育部门正在深
入了解第三方平台收费发送
学生信息等类似问题，还准
备摸底存在类似问题的相关
学校，对该类问题全面掌握
调查，拟从制度和政策上彻
底解决这类问题。

本报东营10月18日讯（记
者 孙川） 继潍坊降了取暖
费，日照、临沂准备开听证会降
取暖费后，18日记者从东营市
物价局获悉，东营市物价局将
于2015年11月中旬召开东营市
中心城区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
格调整听证会，广泛听取消费
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东营市广大市民可自今日起报
名参加听证会，报名时间截至
11月3日。

此前，东营市中心城区
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格的执
行标准为每平方米2 4元，按
照往年惯例，东营市每年的
供暖时间多在11月15日前后
开始，至次年3月15日左右结
束，届时会根据当时的天气
情况略微调整。据了解，今年
东营中心城区暂未开始收取
2015年至2016年度冬季供热采
暖费。具体的采暖费执行标准
以及收费时间，有关部门确定
后将予以公布。

供暖成本有多高

谁都说不清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振安

“史上招考人数最多”的2016年
国考报名已过4天，截至18日16时，
涉鲁岗位报名审核通过人数已经突
破了1 . 4万人，仅18日一天就增长了
5000人。其中，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是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费县国家税务局
科员一职，“只招一个人，4天报了
363人”。火爆的报名情况拉动了国
考辅导班，记者采访了解到，高价辅
导班已是“一座难求”。

报名人数一天涨了5000

根据统计，截至10月18日16时，
国考职位中山东所属职位报名人数
为14460人，报名人数比前一天增长
近5000人。其中竞争最激烈、报名最
多的职位为山东省国家税务局费县
国家税务局科员（三），竞争比为1:
363，报名人数363人。

截至18日16时，报名人数前四
位的部门依次是：山东省国家税务
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济南铁
路公安局、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四部
门报名总人数达12848人，占报名总
人数的89%。其中，作为涉鲁岗位的
招考大户，山东省国家税务局每年
的报考人数占绝对优势。18日，山东
省国家税务局审核合格人数增幅最
大，由昨天的5896人猛增为9025人，
增长了3129人，也是报名合格人数
最多的部门。

“考着玩”的越来越少

国考临近，考公培训机构推出
了各式各样的培训班，有基础班、深
度班、临考冲刺班。“国考公告出来
之后，根据专业学历等要求，筛选了
两个适合的岗位。”在济南一所高校
上研三的小羽即将毕业，还没定下
工作的她选择参加国考，当报名参
加培训班时却发现早已经一票难
求。

济南联创世华公考培训机构相
关人员表示，国考报名更理性了，以
往抱着试试看、考着玩心态的学生
越来越少，所以报班越来越普及。

“今年报班明显的两极分化，
1000元以内的低价班和2万元左右
的高价班报名很火爆，而中间产品
选择的人很少。例如，1000元以内的
低价班大概报了1000多人，这些都
是刚上大三的学生，为了明年国考
提前做准备。收费2万元的高端班，
也已经报了几百人。”联创世华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中段班为何遇冷，而低价、高价
班却“一座难求”？上述负责人解释，
随着报考心态日趋理性，低价班主
要面向提前准备国考的学生，他们
更愿意为第二次国考做个先期的准
备，再通过高价班，锁定国考、省考
的公考之路。

公考者八成为应届生

往年，暑假是国考培训班开始
报名的时间，而今年报班时间明显
提前了。“6月份就有一些学生开始咨
询报名，当时一期封闭班就已经满额
了，去年暑假时才只有20人左右报
名。”联创世华公考培训招生负责人
分析，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大，很多
毕业生对就业形势有更早的意识。

哪类人群催热了火爆的国考培
训班呢？记者采访了省内几家大型
的培训机构发现，应届大学毕业生
和毕业两年以内的学生仍是培训班
学员的主力。“以济南分校为例，
80%左右的都是在校学生，而20%是
毕业两年以内的在职人员。相当一
大部分人仍处在就业期或择业期，
工作并不稳定。”也有培训机构负责
人表示，参加集训的学员中有90%

是应届毕业生，只有10%是社会在
职人员。在职人员辅导多选择在周
末或远程辅导。

两万的国考辅导班

都“一座难求”

临沂城区供暖费下调20日听证

方方案案最最高高降降33元元，，幅幅度度达达1122%%

要要降降取取暖暖费费？？东东营营也也开开听听证证会会
此前已有三市确定要降价

平平台台变变免免费费，，退退钱钱给给家家长长
泰安教育部门称将摸底类似问题以彻底解决

本报临沂1 0月1 8日讯
（记者 高祥） 临沂市物价
局近日发布公告，临沂市城
区居民供暖费下调共有两种
听证方案，一种为供暖时间
130天，由25元/㎡调整为23
元 /㎡ ;另一种为供暖时间
120天，由25元/㎡调整为22
元/㎡。城区供热价格调整听
证会将于10月20日举行。

根据临沂市物价局公开
发布的听证方案，临沂市城
区供热价格调整听证会将于
10月20日上午举行。听证会

参加人由14名消费者代表、3
名经营者代表、1名专家学者
代表和8名人大、政协、政府
部门、社会团体代表组成。经
研究，用来听证的价格调整
方案共有两种。

一种方案是供热时间从
每年11月10日至次年3月20
日，天数130天，居民生活采
暖用热终端按房产证套内建
筑面积计，供暖价格下降两
元。第二种方案是，供热时间
从每年11月15日至次年3月
15日，天数120天，供暖价格

下降三元。
据了解，临沂市供热企

业自9月份起就开始收缴今
冬取暖费，居民家庭供暖价
格暂按去年的收费标准收
取，即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
米25元收取。针对物价部门
即将听证的供暖价格调整方
案，临沂市有供热企业工作
人员答复，目前已经按去年
标准交纳供暖费用的，其比
新方案多出来的缴费数额，
将转为明年的供暖费予以抵
扣。

本报讯 近期，北方多城
市纷纷召开听证会下调供暖价
格。另外，大连、沈阳、长春也准
备在本月底准备举行类似的会
议，拟将供暖价格下调2元。

此前，哈尔滨、大庆、潍坊
已经举行了城市居民供暖价格
听证会，供暖价格每平方米分
别下调2 . 03元、3元、2 . 3元，降
幅分别为5%-11%不等。其中
潍坊的供暖价格听证会确定，
今年供暖价格从去年的25 . 6
元/平方米调整为23元/平方
米,降价幅度为10 . 15%。相比
本次哈尔滨的5 . 03%、大庆的
9 . 37%，降幅要大一些。

各地给出供暖价格下降不
大的理由是，原先煤炭价格高
时，供暖价格上调幅度不大。对
此，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王贵祥
指出，最近几年煤炭价格下降
幅度比较大，但是目前供暖价
格下调很少，供暖价格调整涉
及到成本核算，有关部门说成
本高难以大降低，居民也搞不
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居民
供暖行业仍属于垄断性质，价
格难以下降还与未打破垄断有
关。”他说。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
力经济研究咨询中心主任曾
鸣认为，供暖行业未来也可
以 像 电 力 行 业 一 样 打 破 垄
断，最终供暖价格可以随煤
炭价格下调而降低。

（宗禾）

布置作业还得收费

济南热电正对供暖设施的保养情况实时监控。（资料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本报日照10月18日讯(记
者 张永斌) 20日起,日照
市热力公司采暖收费工作将
正式启动 ,用户可办理交费
业务。居民用户暂按23元/平
方米预收 ,最终以物价部门
批复文件为准,多退少补,其
他收费不变。

据了解，日照市莒县
城区供暖缴费工作也已开

始，由小区物业或单位统
一收缴，居民用户暂按 2 2
元/平方米预收，最终以物
价部门批复文件为准，多
退少补，而去年日照取暖
费按面积收取 ,居民用户为
24元/平方米。

本月12日 ,日照市物价
局发布关于召开日照市城区
供热价格听证会的公告 ,拟

近期对日照城区供热价格进
行降价调整，但幅度未确定。
据记者了解，目前，省内大部
分城市使用建筑面积收取供
热费，日照市则按照供热面
积(少于建筑面积)收费，本
次降价后，实际供热价格将
低于省内大部分城市，这对
于日照城区居民来说是一个
十分利好的消息。

日照20日预收供暖费

每每平平米米暂暂收收2233元元，，比比去去年年降降11元元

各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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