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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市财政累计投入
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 369 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17.65%，教育支出成
为资金占比最大的民生支出。其中，
财政投入超过60亿元，新建和改扩建
幼儿园、小学、中学 140 余所，为优化
教育布局，改善就学条件提供财力保
障。安排财政预算内各类助学金、减
免学费资金近10亿元，真正做到了应
助尽助，确保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失学、
因困失学，特别是对于残疾学生，实行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过程免费。

推进学校建设
优化教育布局

随着经济发展与区划调整形成
新的人口聚集区，我市出现教育资源
分配和学校布局结构失衡问题。大
多数优质学校分布在老城区，就初中
来说，市属15所初中校全部分布在老
城区，其中天宁区 8 所，钟楼区 7 所。
在对我市的教育布局深入调研之后，
制定了《常州市加快市属学校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

2015—2017年，市级财政每年预
算内安排 3 亿元、教育税费安排 3 亿
元，计划完成易地新建学校项目6个，
原址重建或改扩建学校项目17个，新
建学校项目4个，市属学校建设和装备
水平均达到或超过省定现代化办学标
准，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先进、绿
色生态的办学格局，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大力推进市属学校布局结构调整
的同时，确保全市一盘棋。辖市、区同
步推进学校建设项目35个，预计投入
超过 50 亿元。特别是针对新的人口
聚集区，结合新住宅区布局、老城区学
龄人口变化，建设一批优质学校，从根
本上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在区际、城乡
分布失衡的问题。

提高资助水平
实现资助体系全覆盖

近年来，市财政把学生资助工作
作为惠民生、促公平，推动财政保障民
生的抓手，不断提高资助水平，实现了
资助体系全面覆盖，建立了从学前教
育到高等教育完备的助学体系。我市

多次在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组织的全
省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中被评为
优秀等级。

我市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完备的困难学生资助经费保障机
制。完善困难学生申报审定机制，严
格助学资金发放流程，建立助学金发
放回访制度，明确违规违纪惩罚条款，
确保每一分助学资金落到实处，保证
每一个困难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

学前教育资助政策。对家庭经济
困难的幼儿园儿童发放学前教育助学
金，资助标准不断提高，从最初的2000
元/年提高现行标准为3300元/学年。

义务教育资助政策。对义务教育
阶段全部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课本费、
免作业本费、免费发放《新华字典》。
制定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政策，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按照
小学 1500 元/学年（每天 6 元，每年按
250 天计）、初中 2000 元/学年（每天 8
元，每年按250天计）发放生活补贴。

普通高中教育。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根据社会发
展不断提高资助标准，从 2008 年的
1000 元/学年提高到现行标准 2000
元/学年。对于普通高中就读的残疾
学生、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按照物
价部门核准的标准免收学杂费。

中职教育。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
省关于中职免学费、助学金政策，结合
我市实际情况，对公办中职学校全日制
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公办
中职学校非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
在校生中涉农专业学生以及在职业教
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符合国家标
准的民办中职学校就读的一、二、三年
级学生免学费，五年制高职前三年参照
中职执行；对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
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照 2000 元/年发
放国家助学金，五年制高职前两年参照
中职执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在全省
范围率先制定男幼师免费培养政策，对
于参加常州市中考被录取为幼师免费
培养的应届毕业男生，在校学习期间免
除五年的学费和住宿费。

高等教育。严格贯彻落实国家
和省关于高等教育资助政策，高等教
育阶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享受
生源地助学贷款、国家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师范生免费教育
等资助政策。在常高校分别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了各校优秀奖学金、困难学生助
学金、提供勤工俭学岗位等多种方式的
助学政策。

市级财政还先后设立了学前教育专
项资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补

助、高中国家助学金、中职免学费及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等专项资
金，保障各级各类助学资金来源充足。
十二五期间，财政积极筹措预算内资
金，全市安排各类助学金、减免学费资
金 9.63 亿元，受助学生近 50 万人次，帮
助每一位家庭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切实加大财政投入
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常州市丽华中学始建于1986
年，地处常州市丽华新村内。丽华
中学原址翻建工程于 2014 年 12
月25日开工，2016年8月26日竣
工，总投资约1亿元，办学规模达36
个班，可容纳1600多名学生就读。

翻建后，学校占地面积2814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7994.47 平
方米，绿化面积10810平方米，绿
化覆盖率达38%以上。

一年多来，学校一方面规范

管理、精密实施，从安全、质量、廉
政、进度、细节等方面狠抓工程建
设，努力为新学校“塑形”；另一方
面，注重顶层设计、系统思考，广
泛征求、融合各方意见，以“赏识”
文化为主线，重建学校的文化景
观，努力为新学校“铸魂”。在时
间紧，任务重，施工环境复杂的情
况下，确保了工程顺利优质的竣
工，为广大师生打造了一个美丽
多彩的新校园。

财政助力打造美丽校园

为响应国家号召，常州西藏民
族中学、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3所
学校开设内地西藏生源班、内地西
藏高中（中职）班等民族教育，目前
在常藏族学生近1000人。

为保障藏族学生有一个优良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2013 年至
2016 年，市财政共安排少数民族
学生经费1.01亿元，配齐配强“西

藏班”师资力量，足额安排生均定
额公用经费、生活学习医疗经费，
安排西藏民族中学专项建设经
费、设备购置经费1080万元。

同时，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初中、高中、
中职学生各享受每学期 1000 元
的国家助学金。2013-2016 年
累计发放助学资金超24万元，受
助学生200余人次。

确保藏族学生完成学业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财政部门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将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纳入公共
财政保障范围，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
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一是足额、同标
准安排各学段生均公用经费；二是对中
职学生实行免学费政策；三是对各学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

去年国庆，北郊高中高一新生晓岚
（化名）回到母校兰陵中学，和学妹一起
整理学校书屋。5 年前，晓岚一家四口

从安徽农村来到常州，父母每月2000多
元的打工收入，让一家人过得有些吃
力。通过申请帮困助学金，切实减轻了
晓岚家中的负担，她也能用助学金来购
买一些书籍和文具。

兰陵中学共有 500 多名学生，其中
9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每年开
学，财政部门与学校联手，帮助贫困家庭
子女申请帮困助学金，平均一学期有 70
人次左右，一年下来约140人次，共可享
受14万左右的帮困助学金。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
教育公平化

本报讯 昨天起，东方大道实施货
车等车辆限行，交警为此在路口设置了
明显标识，并于 1 个多月前就公布通告
宣传告知，但仍有不少司机心存侥幸，置
标志于不顾，强闯禁区。昨天一早，经开
区交警大队查获了80起。

早上 7 点 10 分，交警在东方大道华
丰路路口设卡，发现一辆中型普通货车

闯入禁区。被叫停后，司机吴某称，他是
常州延陵塑料制品公司司机，要送货到
宜兴，一直从东方大道走，看到标志标识
也没当回事，认为大清早不可能有警
察。因为闯禁区，吴某被处罚款 100 元
并记 3 分。他一脸懊恼地称，罚点款也
就算了，自己的 A2 驾照最怕计分，这下
可好，原本不用每年审验的驾照，要赶回

原籍参加交通安全强制学习了。
7 点 30 分，常州某运输公司的秦某

驾驶重型普通货车也因闯禁区，在东方
大道大明路口被民警查处。

此次整治中，经开区交警一共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59 起，查处闯禁区
80 辆，超载 3 起，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
份，整治效果明显。

下一步，经开区交警大队将按照专
项整治与日常严管相结合、突击管理与
长效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24小时不
间断机动执勤，严查严处大货车违反限
行交通违法行为。同时，结合辖区道路
交通管理状况，做到突出重点，统筹兼
顾，使专项整治达到预期效果。

（芮伟芬 13961158906 吴杰）

标志明显，一早仍有80辆车闯禁区

经开区东方大道昨起货车限行
本报讯 2 月 12 日，一名女乘

客下车时，不慎将自己的随身物品
落在出租车上，其中有一本护照。目
前，出租车公司正在积极寻找这名
女乘客，希望她看到后及时与出租
车公司或者派出所联系。

当天上午 11 点多，车号为苏
D/7327X 的吉达出租公司的哥周
师傅从奔牛机场接到一名女乘客。
到达目的地紫荆公园后，女乘客下
了车。没一会儿，一对夫妻拦车，周
师傅帮忙开门时，发现后座上还有
一只包，但夫妻俩说不是他们的。周

师傅估计，这是上一名女乘客落下
的，打开包一看，里面除了护肤品
外，还有一本护照。“这个重要的，掉
的人估计要着急的哇。”周师傅立即
把包送到了公司。

从护照上看，女乘客叫刘妍彤，
刚从日本回常，护肤品也都是日货。因
其下车时没有索要发票，公司也联系
不上她，只能请求媒体帮忙寻找失主。

目前，吉达公司已经向五星派
出所报警，请求民警帮忙寻找这名
女乘客，女乘客的包也交给了民警。

（吴同品）

从奔牛机场上车的女乘客——

刘妍彤，派出所喊你领护照！

本报讯 本报昨天报道了“安徽
一对年幼兄妹被母亲抛弃在金坛”的
新闻，记者昨天从金坛警方获悉，这对
兄妹的母亲已经赶到常州市儿童福利
院，将孩子接了回去。面对分开了几
天的孩子，母亲潸然泪下：“早知道孩
子姑姑不收留他们，我绝对不会留他
们在那。”

昨天上午 9 点，闫女士从杭州匆
匆赶到金坛区东城派出所，向民警哭
诉。原来，她带着儿女在孩子姑姑家
住了一晚后，出去寻找孩子的父亲，但

没找到，便返回金坛，想把孩子托付给姑
姑照料几天。当时，她看到孩子姑姑的
车停在家里，以为她在家，便留下孩子独
自离开了。她离开的这些天，也是到杭
州找孩子父亲去了。2 月 10 日，她接到
民警电话，才知道实情。闫女士对此十
分自责：“大儿子已经7岁了，比较敏感，
怕是对他以后不好。”

孩子父亲为何到处找不到？闫女士
说，她和丈夫共有3个孩子，小儿子今年
才2岁，和小女儿是双胞胎，现在由她父
母抚养。孩子的爷爷奶奶已先后去世，

孩子父亲对亲情也很淡薄，再加上生意
不成功，便将孩子送到闫女士父母家后，
独自外出，也没说去哪。闫女士着急之
下，才带着大儿子和小女儿到处找他。

昨天上午 11 点，在东城派出所民
警、金坛救助站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闫女
士来到常州市儿童福利院。一看到两个
孩子，她不禁又哭了出来，上前紧紧抱住
小女儿。办完手续后，民警等人把她们
送到火车站，还帮忙买了回老家阜阳的
车票。下午 2 点多，一家三口登上了回
家的火车。 （吴同品 赵娜）

《安徽一对年幼兄妹被母亲抛弃金坛》续——

母亲悔不当初 已把孩子接回
本报讯 近些年来，街头巷尾

都会看到公共自行车租用点，只要
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快捷
借车。然而，公共自行车为的是方便
大家，在规定时间内可以享受免费
使用，如果超时就要相应扣费。我市
一位消费者因为未正确归还自行
车，被扣款600元。

市民钱某今年春节在湖塘一公
园游玩，看到附近有公共自行车租
用，就租了一辆。3 天后，他的手机
上出现了一则扣款600元的短信通
知，消费内容就是使用了公共自行
车。租用的自行车前后使用不到一
个小时就归还了，怎么可能会使用
3天呢？钱某随即向市12315投诉。

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自行
车租赁公司调查了解，得知钱某使
用完自行车后，没有操作完整个还
车流程，系统没有检索到钱某借车
的归还信息，直至第 3 天相关工作
人员完成归还动作。系统随即默认
借车 3 天，所以就出现了超时扣款
600 元的情况。经协调，600 元已全
额退还给钱某。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
借用公共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借
用规则，全面了解归还时间、超时扣
款等细则，尤其是最后归还环节，不
能因为归还点无车位，或者归还点
太远，就随意弃车而去，因此造成的
超时扣费，消费者要自行承担。

（肖宝 庄奕13861028908）

租车还车未按流程
超时3天扣600元

本报讯 “终于拿到了我们的血
汗钱。太感谢你们了！”近日，西林街道
司法所经过长达10天的调解，成功化
解一起群体性农民工讨薪纠纷。

今年 1 月中旬，农民工程某等 10
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找到司法所，希望能
帮忙要回被拖欠的工资。据程某反映，
去年3月，他们在段某所属的绿化公司
打工，负责给我市一楼盘做绿化工程。

工程在去年11月就已完成，但工资一直
未发。段某起初保证劳务费会在过年前发
放，但到了今年1月初，工人发现联系不上
段某了，十分着急。司法所调解员及时安
抚农民工情绪，协同派出所民警通过多方
途径，找到段某询问情况。

原来，该楼盘工程是由承建方胡某
所在公司总承包，段某的绿化公司分包
了其中的绿化项目。可是，楼盘总工程竣

工后，开发商无钱支付全部工程款，便将
另一个楼盘内约200多个车位低价转让
给承建方，以抵一部分费用。承建方在拿
到车位所有权后，发现几乎无人购买，以
至于无法将车位变现支付工资。

调解员与派出所民警在了解情况
后，联系上开发商负责人孔某和胡某，依
据《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及双方签订
的工程承包合同条款的约定进行协调，
晓以利害，希望孔某能先支付一部分工
程款，用于发放程某等人的工资。

经过长达近10天的调解，孔某同意
先行垫付承建方一部分工程款，用于支
付农民工工资，不足部分由承建方自行
解决。最终，程某等人共拿到了 41 万元
的劳务费。 （庄奕 席苏星）

10多位农民工讨薪
司法所相助得41万

本报讯 都说邻里好赛金宝，
但在春节期间，西新桥派出所辖区
的一对邻里，竟因为一条狗闹得鸡
犬不宁，最后一人进了医院，一人进
了派出所，将开心祥和的新年硬生
生地过出了苦味。

家住西新桥小区的小李养了一
只杂种的拉布拉多狗，对它疼爱有
加。由于狗的体型较大，小李还不给
它带狗链，这只在小李眼中乖巧的宠
物狗成了邻居们的噩梦狗，在多次交
涉无果的情况下，邻里关系也日渐紧
张。2月3日上午，小李像往常一样

下楼遛狗，在楼道口碰到了邻居张大
叔，本该互相拜年问候的两人，却为
了拴不拴狗链的问题争执起来，最后
还动起了手。张大叔很快落了下风，
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掉了半颗门牙。

民警接警后迅速到场，让满脸
是血的张大叔立即到医院治疗，将
小李传唤到派出所进行审查。在民
警的教育下，李某很快承认自己的
违法行为，并对自己的冲动和不文
明养狗的行为表示十分懊悔。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芮伟芬 陈莫凡）

遛狗不拴绳 还暴打邻居

本报讯 化妆品使用不当造成
皮肤过敏、灼伤的事件屡有发生，过
敏体质人群在使用染发、脱毛产品
时，必须进行小面积试用，对产品的
使用说明与注意事项尤其要重点关
注。市民李小姐就因为产品使用不
当，灼伤了自己的皮肤。

春节期间，李小姐在金坛一超
市花20元买了支脱毛膏，希望能脱
去嘴边相对明显的须毛。可涂抹
后，嘴边皮肤灼热发红，疼痛难忍，

呈现过敏症状。
接到投诉后，金坛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介入了调查处理。经查，李
小姐购买的脱毛膏的外包装无明显
问题，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标注完整，在包装盒正反两面均
有明显字体说明“适合四肢和比基
尼部位脱毛使用”，李小姐使用在脸
部，显然未按产品说明使用，自身负
主要责任。最终，李小姐放弃向商
家索赔。 （肖宝 庄奕）

脱毛膏脱嘴边须毛
使用不当灼伤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