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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牛牛津津剑剑桥桥，，今今年年更更难难了了
美国高校“扩招”中国学生

校长职级制改革

今年17市全推开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记者 李
飞） 山东基础教育出版基地揭牌
仪式日前在济南举行，与会的山东
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表示，山东
基础教育改革处在一个关键的时
期，其中校长职级制改革、去行政
化，17个市今年要全部推开，全面推
进校长专业化，实施教育家办学。

“山东基础教育改革处在一个
关键的时期。”张志勇说，目前，我省
的基础教育改革，农村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的改造和城镇普通中小学大
班额的解决是两大工程，需要投入
1600亿元，其中今明两年解决大班
额需要1200亿元。“这样大的投入在
山东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张志勇表示，作为基础教育改
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校长职级制
改革、去行政化，17个市今年要全部
推开，全面推进校长的专业化，实施
教育家办学。

据了解，17市中，日照市率先全
面完成了校长职级制改革工作，建
立健全校长选聘、职级认定、职级薪
酬、评价、任期交流等制度体系，179

名校长、442 名副校长取消了行政
级别。青岛市在 36 所市管学校进行
了先行试点。烟台市先从各级教育
部门所属的公办普通中小学开始，
逐步扩大到职业学校、教师进修学
校和幼儿园。1155岁岁““黑黑户户””女女孩孩有有了了户户口口簿簿

女孩父亲服刑，民警到监狱采集血样做亲子鉴定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记
者 杜洪雷） 为了帮助一名
15岁无户口女孩落户，济南历
城公安分局协调省监狱获取
正在服刑女孩父亲的DNA血
样，为其做亲子鉴定。21日上
午，济南历城公安分局户政科
和柳埠派出所民警将崭新的
户口簿交到了女孩手里。

去年7月，柳埠派出所社
区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柳埠
镇泥淤泉村一区有一名15周
岁女孩无户口。这个女孩在柳
埠一中上学，学习成绩很好，
但是因没有户口，给其学习和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在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柳埠派出所
户籍民警第一时间到村委会
和学校走访进行深入了解。

经了解得知，小女孩柏某
霖一直在姑姑柏某家寄养，女
孩的父亲柏某荣在淄博市省
监狱服刑。姑姑柏某称小女孩
的母亲早年就去世了，因小女
孩无出生证明，一直没有与其
父亲柏某荣的亲子鉴定，所以
没能落户。

今年1月28日，济南历城
公安分局了解此事后，经与
淄博市省监狱协调，历城公
安分局户政科和柳埠派出所
的两名民警带着小女孩及其
家属来到淄博市省监狱。经
与监狱工作人员协商，由民
警将柏某荣的DNA血样采集

带回济南。次日，民警带着柏
某霖及其家属到司法鉴定所
提 交 了 柏 某 荣 和 柏 某 霖 的
DNA血样，帮助柏某霖办理
了亲子鉴定的相关手续。

3月中旬，柳埠派出所收
到司法鉴定所的DNA鉴定报
告，及时通报了柏某霖的家

属，并为柏某霖准备了补户口
的相关手续，报送历城区公安
分局户政科。3月21日，柏某霖
的户口材料审批完成，户政科
和柳埠派出所民警为柏某霖
打印了户口簿并送往其家中。
15年没有户口的柏某霖拿着
户口簿，非常激动。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王光营

山东学生

学习刻苦素质好

“去年的教育展主要面向
国际部英语语种的学生，今年
扩展到英语、日语、俄语、法
语、德语、西班牙语六个语
种。”济南外国语学校校长苏
旭勇说，西班牙驻华使馆、俄
罗斯驻华使馆，还有德国外国
学校教育司和几十所国外高
校的招生官参与了教育展。

苏旭勇说，济南外国语学
校每年有900多名毕业生，其
中保送生200人左右，参加高
考的学生500多人。另外国际
部学生120人，其他的学生基
本都选择出国留学，人数呈现
增加的趋势。

“山东学生学习刻苦，成
绩优异，同时社会实践和课题

研究的能力也很强。”负责英
国高校招生工作的 Ben Fel-
lows 表示，虽然英国这两年在
减少招收中国学生的数量，但
是山东学生表现出很好的素
质，备受英国高校青睐。

牛津剑桥

录取人数或下降

“从今年的面试情况看，
录取人数有可能会下降。”培
诺教育相关负责人表示，与去
年相比，今年申请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的学生仍在增加，但
英国高校收紧了政策，国内进
入面试拿到预录取、录取名额
的考生将有所减少。

记者获悉，剑桥大学2012
年收到来自中国的留学学生
申请有714人，而发出的录取
通知书为133份，实际入学人
数为99人。与此对应，2013年
的数据分别是618人、113份和

81人，2014年为549人、106份
和82人，2015年有所增长，达
到709人、140份和99人。

“报名者多了录取政策就
收紧，人数少了录取政策就松
一点，但总录取人数基本差不
多。”一辅导机构负责人认为，
与美国相比，英国对中国留学
生的招录偏向稳定，正反向调
节趋势比较明确。

与剑桥大学相比，牛津大
学的录取率平均来看保持在
20%以内，2010年—2014年分
别为18%、18%、19%、19%和
18%。其中对中国留学生的录
取更加严格，录取率基本保持
在1 5%，录取人数在3 0人左
右。

26所高中

设立“国际班”

“英国高校减少的学生数
额，都分给了欧洲和其他亚洲

国家。”据介绍，与英国高校招
生相对保守不同，美国高校招
收中国学生的数量逐年上升。

2013年、2014年、2015年，
美国前100名高校分别招收了
13115名、15780名、18400名中
国学生，这与英国大学的平稳
甚至减招相比差别较大。

据统计，此次留学展共有
超过 1000 人前来了解国外高
校信息，除了济南外国语学校
学生和家长，还有近 200 名校
外人士前来咨询。

除通过参加培训机构辅
导留学外，济南外国语等高
中还纷纷设立国际班。目前，
经过省教育厅批准的具有中
外合作项目资质的高中共有
2 6 所 ，每 年 的 招 生 名 额 为
1730人，每年的学费在7万元
左右。

在被牛津、剑桥录取的学
生中，除国际班外，近半都是各
类辅导机构输送的学生。

女子迷路11天

民警助她返家

本报菏泽3月21日讯（记者 赵
念东 通讯员 张琰） 菏泽牡丹
区一女子因患有轻微精神疾病，在
从娘家骑自行车回家的途中迷路，

“流浪”11天，其间靠好心人给她饭
菜吃为生。该女子进入东明地界后
被警方救助，民警最终为女子找到
家人，一家人团聚。

3 月 18 日下午 5 时许，东明县
公安局菜园集派出所接辖区群众报
警称，有一女子独自推着自行车在
黄河大堤上徘徊，疑似患有精神疾
病，为防止年轻女子发生意外，请求
民警救助。菜园集派出所民警立即
赶往现场。

在报警群众陈先生家中，民警
见到了年轻女子。据陈先生讲，18日
下午，他在田间劳作，回家路过大堤
附近时，看到一女子独自推着自行
车，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询问女
子是否迷路，但女子始终不开口说
话。由于天色渐晚，好心的陈先生担
心女子独自一人发生意外，于是将
女子带回家中，给她饭菜吃。其间，
女子仍一言不发，陈先生向警方报
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民警发现女子精
神状态不佳，头发凌乱，衣着不整，
怀疑女子患有精神疾病，于是将女
子带回派出所安置。在派出所内，无
论民警如何耐心询问，女子始终一
言不发。后来女子突然拿起办公桌
上的铅笔在纸上写下了“李丽（化
名）、吕集”几个字，民警连忙通过平
台查询信息，并与菏泽市牡丹区高
庄派出所取得联系，进一步确认女
子信息。经过东明菜园集派出所和
牡丹区高庄派出所的共同努力，最
终与女子家人取得联系。

一个小时后，女子的家人从牡
丹区赶到了菜园集派出所，将女子
领回家。经了解得知，11天前，李丽
从吕集骑自行车到位于牡丹区、郓
城、鄄城三县交界的胡集乡娘家走
亲戚，午饭后骑车回家途中迷路，与
家人失去联系，娘家、婆家两家人一
起寻找了11天，一直没有找到李丽，
没想到李丽走到了东明地界。李丽
患有轻微的精神疾病，虽口不能言，
但家人反复教其书写自己的名字和
家的地址，最终为警方帮助其一家
人团圆提供了最关键信息。

员员工工还还在在干干活活，，公公司司没没了了
老板承认公司倒闭，拖欠员工工资已协商解决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记
者 郑帅 实习生 李昔诺）

21日上午，市民王先生反
映，他所在的公司拖欠包括他
在内的八名员工三个月的工
资，几天前公司老板把员工派
出去发传单后，竟然偷偷地把
公司里所有的物品搬走了。

王先生称，他是高新区舜
泰广场一家金融公司的员工，
3月15日早上，他和同事像往常
一样去上班，可到了公司发现，
办公室里竟然空空如也。

“15日上午我们到了公
司，发现里面的家具、办公用品
都没了，整个屋子都成空的了，
门也是锁着的。”王先生说。

难道是遭了贼了？王先生
赶紧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公司
老板，没想到老板刘女士却告
诉他，这是公司搬家了。

“太突然了，之前我们从
没接到过搬家的通知。她说公
司搬到了和谐广场，我们问具
体地址在哪里，她也不说。我
们去问了物业，才知道公司是
前一天下午搬走的，这时候我
们才意识到，那天下午她让我
们都出去发传单，就是想支开
我们后偷偷把公司的物品搬
走。”王先生说。

公司搬家为什么还要瞒
着员工呢？王先生告诉记者，
这应该跟公司的欠薪有关。

“公司刚成立两年，业绩
一直很不好，没有什么生意，
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年前
公司提前十几天就放了假，年
后也过了很久才上班。我们看
了物业的监控录像，来搬家的
并不是济南的车辆，都是济宁
的牌照，我们老板是济宁人，
我觉得公司根本就不是搬家，
而是不干了，老板把东西都搬
回了家。”王先生说，公司还欠
他们三个月工资，他现在只想
把钱要回来。

“当时签的合同工资是每月
2200元加提成，我们跟她要钱，
她说让我们去济宁拿。我有几个
同事去了，结果她以没有业务为

借口，每人只给了1500块钱。”王
先生说，除了员工的法定保险，
他们八个人三个月的基本工资
加起来就有五六万。

21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
王先生公司所在的舜泰广场，
公司的门已经上锁。物业工作
人员称，这家公司已经搬走好
几天了，听说是有欠薪的事
情，但物业费已经结清。随后，
记者联系了公司老板刘女士，
对于王先生反映的情况，刘女
士称“是误会”。

21日中午，公司员工跟刘
女士进行了协商，刘女士承认
公司已经倒闭，目前双方就工
资问题已经达成协议。

21日，继2015年春季和秋季举办两届国际教育展后，济南外国语学校再次举办国际教育展，
给学生和高校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记者获悉，虽然中国学生受到国外高校青睐，但英国高校收紧
了录取政策，今年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留学生可能会减少。

民警
将户口簿交
到 女 孩 手
里。

通讯员
王洪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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