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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瓶车载成年人不说，“墨镜哥”还横跨

双实线；横穿蜀都大道，白发女士把自行车推

上绿化带；头顶就是过街天桥，许多人却选择

横穿马路，有一位“淡定姐”还在机动车道上

不紧不慢地打电话……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

在小南街、蜀都大道东风路段、双华路等多地

对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曝光。

地点：小南街

载人穿越双实线 何必？

昨日下午3时10分许，在小南街28号成都

市青少年宫·新宫门口，一名戴着墨镜的小伙

子骑着电瓶车， 后座上还搭了一位穿白色上

衣的姑娘。白衣姑娘侧坐着，一只手搭在电瓶

车的尾厢，十分危险。更危险的还在后面：小

伙子没有选择直行到前方的路口过街， 而是

跨越双实线横穿马路。

成都商报记者观察发现， 在此横穿的不

止电瓶车，行人也趁车流减少时小跑通过。令

人不解的是， 离此不到20米的地方就是一处

过街天桥。

地点：蜀都大道东风路段

边走机动车道边打电话

下午3时35分许，记者来到蜀都大道东风

路段一处过街天桥旁， 此时一名穿白衣服的

大爷正在横穿马路。 他走到围栏与绿化带之

间的间隙，还慢悠悠地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观

察了一下右侧的车流，加快步伐到了街对面。

与此同时， 横穿队伍中还来了一位更淡

定的中年女性。 她沿着围栏在机动车道上行

走，还掏出手机专注地捣鼓了一阵，随后拿起

电话打起来。

这还不算，一位穿黑色衣服的白发女士，

推着自行车经过机动车道， 到了绿化带前她

奋力抬起自行车。过了绿化带这道关卡，她侧

头看了一眼车流较少， 迅速上车直接在快车

道上骑行起来。

地点：双华路

小街上就不分快慢车道？

双华路是一条小街， 但在路中间骑自行

车、电瓶车的人还不少。短短几分钟，记者就

发现了3起这样的不文明交通行为。

其中，一名穿浅色衬衣的男子，沿双华路

向新华公园方向骑行。快到路口时，他干脆把

自行车骑到了双实线上， 在两侧的车流中寻

找到了自己的“空间”。到了路口，他又不等

绿灯亮就左转了。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实习生 孙敏

摄影记者 卢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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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3年花费超8万元

一家人养不起一个大学生

广东高校本科学费虽然暂未调整，但研究

生学费却出现大幅上调。2013年底， 广东省出

台的研究生学费新政规定，专业学位学费上限

为每学年28000元，“985工程”“211工程”及

项目建设学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可

在此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5%。

今年考取广州医科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学生说，学费每年要交2.8万元，住宿费每年

1200元。“算下来， 读3年研究生花费要8万多

元，对于部分来自农村的同学来说，学费已经

成为沉重的负担。”

“此次高校学费上调的主要原因是近年

来学生培养成本大幅上升。”宁夏物价局收费

管理处处长赵文泓说，虽然财政对高校的投入

持续增加， 但仍难以满足高校发展的需要，高

校经费不足已制约学校发展。

多位高校负责人称， 从2000年至2012年，

全国高校的学费基本维持不变， 但十几年间，

社会物价水平和学校办学成本大幅上涨，各高

校普遍感到较大的经费压力，特别是公共财政

投入不足的省属高校压力更大。

“学费上涨最直接影响的是中低收入家

庭子女，一年近万元的学费相当于农村家庭一

年的收入， 一家人可能养不起一个大学生。”

学生家长王霞说， 即使能够办理助学贷款，一

些贫困家庭学生仍面临就业难、还款压力大等

问题，学费上涨变相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部分高校举债办学

行政开支庞大，铺张浪费惊人

1999年高校扩招后，大部分高校都开始扩

建新建校区，一系列的大拆大建大部分是通过

贷款来完成。虽然各省都出台了一些偿还贷款

的补偿办法，但各高校仍负担大量贷款。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宁夏4所高

校债务余额达4.93亿元。 广东省在2007年一次

性清偿近150亿元的高校债务。 广东省教育厅

基财处处长蔡文雅说，清偿之后，广东高校校

均贷款余额从3亿元下降至1亿元。

知情人士透露， 少数高校甚至资不抵债，

每年收上来几千万学费，账面上的钱全部被银

行截留，学校发展困难。有的学校多年无收支

结余，只能通过流动资金贷款来维持学校的日

常运转，按期偿还本息压力大。

部分高校行政机构庞杂， 行政人员众多，

行政开支大。一些学校追求形象工程和政绩工

程，建豪华校园、景观大道，铺张浪费。特别是

科研经费浪费惊人，经费使用缺乏有效论证和

监管。

“提起我们学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不是

哪位名教授， 而是花了几千万修建的校门。”

江西一所大学大三学生王华说：“学生宿舍和

自习室条件没见多大改善，教学楼、办公楼却

越来越华丽，还新建了一个挂着‘学术交流中

心’的高级酒店。”

多位高校负责人称，我国高校的主要资金

来源是财政拨款。高校扩招后，一些省区的拨

款没有跟上，学校只能依赖贷款和学费。

建立高校成本报告制度

规避高债务风险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合理适度提高学费

的同时， 高校应该同步完善贫困学生资助体

系，实现办学经费来源多元化，建立合理的教

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政府部门要加强对资金

使用的监管， 高校内部要健全财务约束机制，

有效规避高债务带来的风险。

宁夏教育厅高教处负责人建议，要制定高

校教育成本核算制度，防止其他投入挤占教育

培养成本。在此基础上，建立高校成本报告制

度和成本管理评价体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建议，高

校在经费使用上应有论证和监督体系，要加强

责任主体的管理，领导者要树立节约成本的意

识，避免不必要的大拆大建行为。对于目前高

校面临的高负债问题，应健全和强化财务约束

机制， 随时掌握和了解自身的财务风险指数，

努力将债务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据新华社

■

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张少雄教授

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张少雄教授明

确反对高校上调学费。他指出，高校学费的水

平从理论上讲应该考虑国民收入状况，如果高

校学费上涨幅度超过国民人均收入上涨幅度，

就不合理。2013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6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 实际增长9.3%。而

今年部分省区的公办高校学费涨幅明显高于

国民人均收入涨幅。

“学生所交的学费只能是分担高校人才

培养成本的一部分，且不能分担得太多。至于

现在的高校负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人才培养

成本没有必然关联，当然不能用涨学费的办法

来补这个窟窿。”张少雄说。

据中国青年报

一辆白色凯美瑞，车上挂了一副假车

牌，后备厢里有两副真车牌，究竟哪个是

它的车牌？前日下午，正在二环高架上值

勤的民警发现了这辆车有些蹊跷，遂将车

辆挡下调查。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勤务处二环高架

大队民警魏杰介绍，6日下午5时35分许，

他在人南立交东口下行匝道处执勤。此

时，正值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一辆车牌

号为川AQ766P的白色凯美瑞汽车沿二环

高架从龙舟路方向行驶到这里。见前方汽

车排行，凯美瑞试图变道进入公交车专用

道，刚探出一个车头，司机就看见前方有

执勤交警， 随即把车转回到了之前的车

道。“车牌颜色比正规车牌要浅一些！”魏

杰发现这辆凯美瑞有些不对劲，便将其拦

下检查。

现场，在凯美瑞的后备厢中，民警还

发现了2副车牌。经鉴定，凯美瑞悬挂的川

AQ766P为假车牌。后备厢中的川K5Y598

系凯美瑞的真实车牌 ， 而另一副川

AD61E8的车牌也是真的， 属于一辆路虎

汽车。

“川AD61E8是我哥的车牌！”昨日下

午， 凯美瑞司机郑某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亲戚的路虎是新买的， 他帮忙去领了号

牌，因为亲戚不在身边的原因，号牌至今

放在他的后备厢中。交警称，根据调查，该

号牌系今年6月30日上的户。 至于郑某的

说法是否属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凯美瑞悬挂的川AQ766P系伪造的，

该号牌本属于一辆铃木汽车。“是一个朋

友给我的！”郑某称，虽然朋友没有说该号

牌的真伪， 但他也猜到了这副号牌是假

的。五六天之前，为了逃避电子眼，郑某将

这副假号牌换到了凯美瑞上。

因为使用伪造的号牌，郑某将被行政

拘留15天， 同时还将受到罚款5000元、记

12分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实习

生 孙敏 摄影记者 卢祥龙

1989年：

高校收费改革元年

象征性交200元

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高等教

育“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学生

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从此，开始实

行高等教育收费双轨制。

1989年大学开始收费， 象征性地只收

200元， 是当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1376元

（国家统计局数字）的1/7，加上其他开支，

平均以每年600元算，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

用占居民年收入的50%左右。

1996年：

“并轨招生”

高校学费涨至2000元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

一些地区学费涨过2000元， 引起轩然大

波。同年，原国家教委在《高等学校收费

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高等教育学费占

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

过25%。

2000年：

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

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

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也正是从2000年开始， 各地高校收费

标准猛涨，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区提

高20％，学费超过4000元。

2013年：

学费解禁

费用涨幅超过50%

� � 2001年至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和国

家发改委每年都要专门下发通知， 强调

“高校的学费和住宿费的标准要稳定在

2000年的水平上，不得提高”。

2007年，不少省份开始酝酿调整高

校学费。当年5月，国务院要求“今后五

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

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这让高

校学费调整工作又进入五六年的 “休

眠期”。

然而5年期限一过，各地高校学费涨声

一片。

（一财网综合中国广播网、中国教

育报、新华日报等）

曝光不文明

交通行为

大爷，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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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凯美瑞有点怪

车里藏着2副真车牌

郑某使用假牌照被交警挡获

东风路，老大爷走到马路中间隔离带，等待没

有车辆的时候横穿

小南街，电瓶车违规载人并横穿马路

多地高校学费上调 读研3年花8万？

部分地区高校学费平均涨幅近50%�引发社会各界争议

高校该不该涨价？ 专家意见不一

为何今年高校学费集体上调？ 翻阅恢

复高考37年以来历史发现，从上世纪80年

代首次征收学费至今， 中国高校学费上调

幅度已经超过25倍， 这一局面主要由3次

学费上调产生， 个中原因与中国经济发展

和教育部的历次规定不无关系。

■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指出，

目前我国多数省份的高校学费标准都是十几

年前制定的，这十几年来，我国经济情况和大

学运行费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学生宿舍、

食堂后勤支出为例， 国家在这些项目上有着

很大的补贴力度。 如果完全按市场化的方式

运作， 高校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就远不是现在

这样了。“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高校学费

上涨是一个大的趋势，不只是我们国家。”

刘海峰坦言，按道理，接受了高等教育应

该得到比较大的回报， 但现状是有相当一部

分学校和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很合适的工

作。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办法就是

调整专业结构，实现学科、学校转型。

支持方

2013年至今

部分高校学费上涨情况

反对方

高校涨价

各方意见

加强监管

多个省市近日陆续发布普通高校学费上调信息， 部分省份平均涨幅高达50%。 而从

2013年至今，从公开报道来看，学费上涨地区已包括宁夏、江苏、贵州、浙江、福建、广西、山

东、湖北、湖南、天津等地。业内人士指出，一些高校近年来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债务负担加

重，一边“乱花钱”一边“喊缺钱”的现象值得警惕。

新华社聚焦高校学费上涨

警惕一边“乱花钱”一边“喊缺钱”

世界范围内

高校学费上涨是趋势

不能用涨学费

来补高校负债的窟窿

资料来源：一财网 制图 邬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