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学分100元 上大学可别逃课
我省7所高校秋季开学正式实施学分制收费，学生可以提前毕业

□记者 王富晓
实习生 李银梅

4日，记者获悉，省物价局、省财
政厅在“关于中国海洋大学等7所高
校学分制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中，
同意中国海洋大学等7所高校的学分
制收费改革方案，通知自今年9月1日
起执行，有效期至2016年8月31日。山
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等
高校的新生入学须知中，已经明确了
各自的收费标准，除了专业注册学费
外，每个学分的收费都是100元。

专业注册学费差别大

从去年秋天起，山东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理工
大学、济南大学、鲁东大学、青岛大学
7所高校进行学分制收费改革试点。
今年在去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了政策。

根据政策，学分制收费实行“两
部制”计费方式，学生学费由专业注
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组成。专业
注册学费按学生实际在校就读的学
年计收，学分学费按修读课程的学分
计收。

以山东大学为例，专业注册学费

最低的是哲学类、社会学类、政治学类、
历史学类、公共管理类等，每生每年收
费1500元，最高的是软件工程、数字媒
体技术，每生每年交8250元。此外，像理
工科专业集中在2250元/年，经济学和
管理学多数为2300元/年。

专业注册学费较低的，则是海大
和青大的部分专业。像中国海洋大学
专业注册学费最低的是文史类的英
语专业，每生每年收费525元，青岛大
学最低的是文史类部分专业，每生每
年400元。

尽管专业注册学费收费标准不
同，但是，学分学费的收费标准，从已
经公布的几所高校来看，每学分的学
费均是100元。

修完学分能提前毕业

此外，根据各高校的学分制教学改
革实施方案，各学校均出台了“弹性学
制”标准，比如4年制本科学生不必非得
用4年毕业，可以提前也可以拖后。

比如，济南大学配套实施3-8年
的弹性学习年限制度，以学生取得的
学分数作为衡量和计算学生学习量
的基本单位，允许学生提前或者延期
毕业。

中国海洋大学配套实施3-6年的弹

性学习年限制度，学生在校基本学习年
限为4年，可提前1年或推迟2年毕业。

青岛大学规定，已预缴学费，在
开学两周内退学的，退还全部预缴学
费；对体检复查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无
法就读的新生，退还已交专业注册学
费和学分学费，其他费用据实结算。

学生能自由选择课程

记者了解到，提到弹性学制，必
然与学分制结合在一起，早在2002
年，山东省就开始推出学分制改革，
省内各高校开始陆续采取了学分制。

记者采访到，在学年学分制下，
驻济高校的学生能三年修够学分毕
业的数量非常少，而延迟毕业的学
生，基本属于因为身体疾病或者学习
成绩等原因造成的。

“在完全学分制度下，学生自由
选专业、课程、教师、学习时段和进
程，可以提前或者推后毕业，自由度
更大。当然，这对学校的管理和服务
也提出了考验，比如说如何安排宿
舍，如何拿到派遣证，这些问题将陆
续考验着将要实施完全学分制下的
高校，还有与大学毕业服务对接的政
府部门。”省城一所高校教务处的负
责人表示。

省委巡视组进驻省国资委等单位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8月4日讯 4日，记
者从省纪委监察厅网站获悉，按照
省委统一部署，省委第二巡视组、
省委第三巡视组、省委第四巡视
组、省委第七巡视组已分别进驻省
国资委、省民政厅、省住建厅、省水
利厅开展巡视工作，巡视时间为两
个月。据梳理，上述四个巡视组均
公布了联系电话等信息。

据了解，省委第二巡视组将在
省国资委巡视两个月（7月31日至
9月30日）。巡视期间巡视组在省
国资委机关及各企业相关场所均
设立巡视组信箱。省国资委机关信
箱位置设在2层电梯间北侧以及
负1层餐厅门口两处。联系电话：
0 5 3 1 - 8 5 1 0 3 7 9 5 ；联系手机：
18615176761；电子邮箱：登录省纪
委监察厅网站，点击“巡视组联系
信箱”，按照提示输入内容即可；邮
信地址：济南市经十路9999号黄
金时代广场C座1507房间，邮政编

码：250101。
省委第三巡视组将在省民政

厅工作两个月（8月1日至9月30
日）。联系电话：18615176763；电子
邮箱：swxsz3@163 .com；邮信地
址：济南市市中区大纬二路152
号，邮编：250001。

省委第四巡视组将在省住建
厅工作两个月（8月1日至9月30
日)。联系电话：18615176750；电子
邮箱：登录省纪委监察厅网站，点
击“巡视组联系信箱”，按照提示输
入内容即可；邮政专用信箱：济南
市邮政666号信箱，邮编：250001。

省委第七巡视组将在省水利
厅巡视两个月（7月31日至9月30
日）。为方便大家与巡视组联系，巡
视组在省水利厅大门外南侧、省胶
东调水局一楼门厅、省水文局大门
外西侧分别设立了巡视组信箱；联
系电话：18615176781；电子邮箱：
sdxsz7@sina.com；邮信地址：济南
市市中区大纬二路152号，邮编：
2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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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学费制改革，学生的学业年
限可长可短。对于一名普通学生而
言，如果还是4年读完本科，他的学费
究竟比之前多花还是少花呢？

以山东大学的经济类或者管理
类专业为例，在实行学费制改革之
前，经济管理类的普通专业每年学费
是3600元，热门专业学费上浮10%，
大约是3960元，如果一名学生四年顺

利，那么，四年的学费一共是14400
元，热门专业则是15840元。

而根据山东大学新生的收费标准
来看，经济类和管理类的专业中，专业
注册学费是每年2300元，而学分学费则
是100元每个学分，读完本科一共需要
修140个学分。如果这名学生能够三年
修完全部学分，那么，他大学期间的学
费总额是2300×3+140×100=20900元；

如果还是4年修完全部课程，那么，他
大学期间的学费总额是2300×4+140×
100=23200元，均比原来学费要高。

照此推算，一名本科生如果正常
4年读完大学，他所缴纳的学费比之
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像经管类的普
通专业，学费上涨幅度大约是61%，
热门专业的学费上涨幅度大约是
46 . 5%。 （记者 王富晓）

□记者 杨璐

日前，济南市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明确政府性债务资金的用途
仅限用于难以吸引社会投资的公
益性项目建设，并严格按规定用途
使用，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非公
益性政府项目等竞争性项目建设。

严禁违规担保行为

政府性债务是指相关债务主
体因公益性项目建设，直接借入、
拖欠或依法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
支持形成的，以及在其他特定情况
下需由政府偿还的各类债务（含国
内债务和国外债务）。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
务风险，济南明确采取债务规模总
量控制。每年末，市财政部门结合
全市综合财力、偿债能力和上级财
政部门下达的年度政府性债务率
及控制总额，提出下一年度全市、
市本级和各县（市）区政府性债务
率及年末债务控制总额，报市政府
批准后下达。实行债务收支计划管
理，并逐步将政府性债务收支计划
纳入同级人代会审议范围。

济南明确严禁擅自举借和违规
担保行为。除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
规定外，政府性债务主体不得擅自
举借政府性债务；直接债务主体不
得向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外的单
位及个人举借政府性债务，不得为
其他单位和企业融资提供保证，不
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等直接或变
相担保协议，不得以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提供抵押或质押，不得有
其他违法违规担保承诺行为。

建立债务风险预警

债务主体有能力偿还政府性
债务却未在限期内偿还的，财政部
门可暂停其举借政府性债务资格
或停止拨付相关资金。

济南市将根据年末政府性债

务余额情况和未来3年应偿还的
政府性债务规模、期限、结构等情
况，建立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
主要用于归还按规定由财政负有
偿还责任的政府性债务、未能及时
清偿的临时垫付及清偿。

济南明确市财政部门综合运
用债务余额、债务率、逾期债务率、
偿债率等指标建立政府性债务预
警机制，定期评价市本级及各县

（市）区政府性债务风险状况。
预警分为黄色、橙色和红色3

个级别。对实施黄色预警的县（市）
区，市财政部门将予以通报，相关
债务监督责任人应督促债务责任
人采取措施化解债务，及时将债务
风险降到警戒线以下；对实施橙色
预警的县（市）区，市财政部门不再
安排新增政府性债务，由相关部门
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诫勉谈话；对实
施红色预警的县（市）区，市财政部
门暂停其政府性债务资金使用。

虚报项目将被追责

济南将建立债务单位申报名
录管理制度，未纳入用债单位名录
管理的单位，不得自行举借政府性
债务，财政部门不予下达政府性债
务计划。

对投融资平台非公益性项目
建设债务，政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
担有限责任。政府投融资平台或承
担公益性项目建设的企业，不得将
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
为资本注入。

意见明确，健全政府性债务管
理责任追究制度，将政府性债务率
等综合指标纳入全市科学发展综
合考核体系，并将政府性债务管理
工作纳入领导干部任期内经济责
任审计范围。对违规举债或提供担
保、虚报项目、骗取政府性债务资
金、未按规定用途使用政府性债务
资金、不依法履行偿债义务、造成
财政性资金损失等违法违纪行为，
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
人的经济、法律责任。

山东7所高校并非最早尝鲜学分制
收费的高校，今年5月，“你欠武大多少
钱？”成了2011年开始实施学分制收费
的武汉大学学生之间相互揶揄的话题，
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武汉大学本科
生登录教务系统后赫然发现：自己欠学
费了。欠的费用从数百元到几千元不
等，并要求在5月31日前交清。

按照武汉大学教务网站通知，按
学分收费分为专业注册费和学分学

费两个部分，专业注册学费按不同专
业标准进行结算，课程学分学费按
100元/学分进行结算。

一个学分100元，学分“明码标
价”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修完专业内
的必修课，如果“不小心”多选了选修
课，那么学生就不得不向学校交钱

“买”这些学分，大学上课的“自助餐”
成了“按照菜单点菜”。武汉大学本科
生院院长陈传夫解释，学校实行学分

奖励制度：学生超出培养方案产生的
学分费用，学校给予6个学分奖励；学
校拿出2万学分奖励优秀学生，即优
秀学生可免费多学四至五门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说，学分制收费确实并不是完善
的，也还存在问题，例如可能会引起
教育的功利化。但实践证明，学分制
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据新华社）

提个醒

选修课不能随便选了

算个账

比原来要多交不少钱

不得向个人举借政府性债务
济南出台管理意见，对政府性债务进行三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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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大学期间学费=专业注册学费×学年+总学分数× 元

以山东大学的经济类专业为例，专业注册学费是每年 元，而学分学

费则是 元每个学分，读完本科一共需要修 个学分。

如果这名学生能够 年修完全部学分，那么，他大学期间的学费总额是

× × 元。

学分制收费：学校实行“两部制”计费方式，学生学费由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组成。

专业注册学费：指对不同专业收取的年度学费，按学年计收。

学分学费：指以专业基本毕业学分为计算基础收取的学费，每学分学费为 元。

计算方法：

首批学分制收费高校：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济南大学、鲁东大学、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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