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讯（记者 王小瑾）近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教育
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公
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
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公布了规范
后的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
收费项目，明确了收费标准。

收费必须坚持学生和学生家
长自愿原则，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项目包括：公办城市小

学、初中收费项目包括以下6类：
教辅材料费，课后服务、研学旅行、
伙食费、校服、基本医疗保险费；公
办农村小学、初中收费项目包括以
下5类：教辅材料费、课后服务、研
学旅行 、伙食费、校服；公办普通
高中学校收费项目包括以下8类：
教辅材料费、教材费、作业本费、研
学旅行、伙食费、军训服装费及校
服、基本医疗保险费、体检费。

公办中小学不能将这些项目
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范围：严
禁将中小学按照国家和我省课程
改革要求安排的教育教学活动、教
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范围。严禁将讲义
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
机、取暖、降温、饮水、校讯通、校园
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
收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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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女子亲历珠峰“堵车”：

凌晨四点过冲顶成功，堵了一个多小时
今年，珠峰登山季迎来了史

无前例的攀登高潮。由于登山
客人数众多，8000米海拔以上
的珠峰上还出现了“堵车”的景
象。数百位登山者冒着可能冻
伤、产生高原反应的风险，在有”
死亡区”之称、海拔超过8000米
的地带排队等候数小时，最近一
周内，死亡人数已增至7人。成
都女子杨涛在5月22日冲顶成
功，也遭遇了这次大“堵车”，被
堵了一个多小时的她被冷得直
哆嗦。

“我是5月22日凌晨4点40
分冲顶成功，冲顶时间比较早，
因此上去时没有遇到堵车，只是
人比较多，但下来的时候遇到大
部队，就被堵在那。”杨涛说，由
于在峰顶那个位置只有一条路，
很窄，而且下来的人要礼让上去
的人，因此她被堵了一个多小
时，由于风太大，温度太低，站着
不动的她被冻得直打哆嗦，“幸
好还能忍受，没有出现体力不支
等情况。”后来在冰岩混合的地
方，由于眼镜起雾，她走得跌跌
撞撞，但所幸还是平安回到大本
营。

杨涛说，堵车的原因是因为

今年的天气状况，好天气的窗口
期很短，只有两三天，为了避开
大风大雪的坏天气，降低攀登危
险度，所以大家都集中在这两天
冲顶，“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并
没有像有些人出现焦虑的心
情。”杨涛表示，作为登山者来
说，各种情况都要预估。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杨涛
攀登雪山的经验，虽然40多岁
的她攀登雪山也不过才两年时
间。

2017 年 4 月一个偶然的机
会，她在朋友的带领下攀登了四
姑娘山。她突然发现，攀登雪山
时“心灵上的纯净是前所未有的
感觉”，从此爱上了攀登雪山，并
开启了疯狂的闯关模式。当年，
她两个月登了两座5000米以上
雪山，后来一个月登了两座
6000米以上雪山，“觉得自己是
在七八千这个台阶上”，因此今
年她决心挑战珠峰，并成功登
顶。“两年登珠峰，这个速度确实
有点快“，杨涛说，虽然时间看起
来很短，但自己平时的跑步、攀
岩都会训练和准备，“做任何事
都有计划”，这才保证了攀登的
成功。 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四川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标准公布

按照成都市教育局的安排，5
月27日上午10点，成都市中心城
区小学入学开始网上报名。

报名情况如何，记者探访了一
些学校和家长记者在成都市红专
西路小学门口看到，并没有前来登
记到家长，因为按照成都市教育局
的规定，5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适
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在网上进行报
名，6 月 3 日至 6 月 10 日期间的工
作日，家长带孩子到报名学校进行
现场确认。

家长刘女士的孩子今年将就
读成都市天涯石小学，早在一个月
之前，她就已经将孩子的身份证信
息、产权证、户口本等相关资料准
备齐全，据刘女士说，网报比较顺
利，资料填写完毕大概只花了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接下来，她将带
孩子到学校进行现场确认，以确定
是否符合就读该学校的资格。

再次提醒下家长注意下报名
流程：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需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和信息

采集，并按日程安排持户籍证件
及实际居住地相关证明材料(法
定监护人实名所属房产证明、政
府公租房协议、政府廉租房协议
等)，到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
指定的审核点进行公办小学入学
报名资料审核。

成都市中心城区包含：成都天
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
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
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
双流区、郫都区。 （封面新闻）

同步播报>>>

成都中心城区小一网报开始 家长务必在本月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