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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做个司法鉴定，竟要价17万多 追踪

2017年2月13日
星期一

60年理工附小移交成华
明确提出“小班制”

有着60年历史的成都理工大学附
小易址重建迈入新纪元，新学校办学规
模扩大了两倍，并率先实现公办小学小
班化教学；成都市原红花学校迁至古蜀
文化遗址驷马桥羊子山古祭台位置，并
正式更名为成都锦官城小学……记者
从成华区教育局获悉，今年春期该区又
有2所按照现代化标准打造的小学建成
投入使用。

根据成华区教育优质倍增行动计
划，今年将新建、续建45所学校（幼儿
园），目前全区在建学校有10所、幼儿园
10所。预计今年将有11所学校（幼儿园）
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其中，作为成华区
与成都理工大学新一轮“校地合作”项
目之一的成都理工大学附小移交成华
区管理，由成都市“新五朵金花”之一双
林小学接管，将开启“名校+高校”资源
共享的高端办学模式。

新建成的理工附小位于成华区民
旺一路69号，记者到达学校时，工人们
正在清扫，为马上到来的新学期做准
备。新校址占地25亩，建筑面积13000
平方米，36个教学班的办学规模，服务
对象不仅包括理工大学子弟，还辐射
到周边适龄儿童。与完善的现代化硬
件设施相比，“软实力”的提升才是理
工附小移交成华后深刻的变化。新理
工附小明确提出“小班制”，而这在全
市公立小学中并不多见。从一年级起，
每个班不超过35人。

既然脱胎于成都理工大学，新的理
工附小还将继续依托成都理工大学丰
厚的资源，实施外教全覆盖、开放自然
博物馆、建设创新实验室，促进基础教
育的高端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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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小雨 6.5℃~12℃ 北风1~2级
明日 晴 6℃~14.3℃ 北风1~2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排列 3和排列 5”第
17036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

472，全国中奖注数7841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47280，全国中
奖注数32注，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
型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17016期开奖结
果：2466140，一等奖0注，每注奖额0元。
二 等 奖 4 注 ，每 注 奖 额 86170 元 。
11916130.3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
联销“3D”第2017036期开奖
结果：650，单选909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479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
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7016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8、
29、27、05、16、22，蓝色球号码：02。一等
奖12注，单注奖金6237727元。二等奖222
注，单注奖金83630元。下期一等奖奖池
累计金额957434232元。（备注：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天价司法鉴定费”
部分收费无依据，责令整改

一起案件需对签名、指纹和两枚印章进
行司法鉴定，一打听，光鉴定费即需17余万
元。因觉得鉴定机构“漫天要价”，成都律师王
万琼在个人微博上公开了此事，“天价司法鉴
定费”由此引发关注。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四
川省司法厅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日前，四川
省司法厅通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收取的
17余万鉴定费中，部分费用缺乏依据。

省司法厅通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因
案件审理需要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对
一起涉及标的为3000万元的合同中的笔迹、
指印及印章进行鉴定。委托鉴定事项涉及笔
迹、指印、印章（两枚）三个项目，该所参照原

《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9］
2264号）第八条的规定，对该案应收鉴定费
计算如下：笔迹鉴定费57000元、指印鉴定费
57000元、印章鉴定费58000元，共计172000
元。该所鉴定人刘芝贵以短信形式将鉴定收
费数额及该所账户信息告知给该案鉴定申
请方贺某，并在上述金额基础上增加800元，
解释为鉴定费171000元加1800元文审费、杂
费、存档费共计172800元。另据调查，四川求
实司法鉴定所尚未正式受理该案鉴定委托，
也未实际收取任何费用。

省司法厅认为，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计
算该案收费数额为172000元，是参照原《司
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得出的计
算结果，但该“文审费、杂费、存档费”等项目
收费数额无相应依据。司法厅将责令该所深
刻总结，就存在的问题严肃认真地进行整
改，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训诫，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加强内部管理，规范鉴定人执业行
为。同时要求该鉴定机构加强与鉴定委托方
的联系沟通，妥善处理涉及该鉴定委托事项
有关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对于博思堂的冬令营活动地点为何
会安排在了师大一中的校园内，覃女士表
示，只是向师大一中租用场地，与学校并
无关系。同时，记者注意到，师大一中的校
园官方网站也曾在1月17日发布声明，学
校从未与任何组织合作举办夏令营、冬令
营活动。

声明称：“师大一中作为成都市一所
优质民办学校，一直以来严格规范招生行
为。学校从未与任何组织合作举办夏令
营、冬令营活动，也未委托任何培训机构
进行考试、排位，对成绩优异的学生保留
小升初学位，更未进行提前招生或者委托
任何培训机构代为招生。关于一些培训机
构打着师大一中的名号，举办活动或考试
的行为与学校无关。”

声明同时称，学校招生工作将严格按
照市教育局出台的文件规定严格执行。并
根据市教育局相关政策出台后，第一时间
发布招生通知。学校是自主招生责任主体
和组织主体，没有委托任何社会机构开展
小升初相关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12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了博思
堂教育负责人覃女士。对于家长们的质
疑，覃女士称博思堂并无法直接向师大一
中进行“择优录取”，工作人员也“肯定不
会这样承诺”，并称博思堂与师大一中所
属的教育集团仅是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博
思堂是师大一中校本课程实战基地，“只
能说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推荐，
我们可以向教育集团推荐，至于推荐后会
如何，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不排除会直接
录取。”

“成绩特别优秀”是什么标准？有何要
求？覃女士表示，“肯定要经过考试，根据
学业水平来定，如果学生成绩出现反差，
那也可能是发挥不好或者答题顺序和擅
长的题型不同。”覃女士介绍，本次参加冬
令营的学生一共有540余人，主要以提高
学生的学业水平为主，“知识点肯定有的
学生掌握得好，有的不好，如果80%的学生
都能答出来，那还怎么选出特别优秀的学
生呢。”

60%的择优提前录取比例又是怎么
回事呢？“我们在跟家长介绍的时候是说
依照去年的情况，在这里培训的学生最
终进入名校的学生达到了90%。”覃女士
说，“可能是家长间的交流出现了偏差，
或者理解出现了错误，我们也会调查，如
果工作人员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一定会进
行严肃处理。”

对于家长们的两大诉求，覃女士表
示，13日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布

“推优”的情况。对于查卷的诉求，覃女士
表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同
时集团招生也有考虑，肯定无法进行查
卷，如果家长有疑问可以提出来，我们有
专人进行查阅再给出书面回复。”

师大一中：
从未与任何组织

合作举办夏令营、冬令营

博思堂：
并未承诺高比例“择优录取”

优秀者仅可获“推荐”

基于对博思堂的质疑，近几日先后
有数名家长找上门，要求博思堂方面给
出说法。家长们还为此建立了一个微信
群，记者发现群内家长人数已达265人，
讨论主题都是针对这次冬令营的一些
质疑。家长们在群里自发地接力报名要

求博思堂公布考试试卷的情况，并提出
公布“择优录取”的详细程序和比例。

“如果真是孩子差，没达到学校的录取
标准，我们没有话说，但要弄清楚孩子
到底差在哪。”

12日，5名家长代表找到了博思堂

教育的负责人覃女士，要求就家长们的
质疑和诉求给出回答。张女士是家长们
选出的几位代表家长之一。张女士介
绍，在12日长达数小时的对话中，博思
堂方面愿意公布择优情况，对家长们提
出的查卷诉求则称无法满足。

家长质疑培训机构孩子考试成绩出现巨大反差，
高录取比例也不见音讯

师大一中官网发声明，学校从未与任何组织合作
举办夏令营、冬令营活动

一周的冬令营封闭式学习后，李先生并没有觉得女儿丫丫的成绩有什么提升，反倒心生
疑虑。平时成绩在班级前列的女儿，在冬令营里的几次考试都“低得有些不可思议。”与李先
生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多名家长，他们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参加由“成都博思堂教育”组
织的为期7天的冬令营，成绩均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多名家长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成都博
思堂教育”在招生时曾向家长们“明里暗里”地表示，参加冬令营的学生将有60%~70%的比
例被师大一中择优录取。但冬令营结束后，看到成绩的家长们感觉彻底失去机会了。

一方面是考试成绩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是毫无消息的“择优录取”，这让家长们提出了
一连串的质疑。2月12日，5位家长代表找到博思堂教育负责人，并提出诉求，要求通过官方渠
道公布录取名单，同时要求查核试卷，验证其考试的公平公正性。

师大一中的校园官方网站则在1月17日发布声明，学校从未与任何组织合作举办夏令营、冬
令营活动。

成都博思堂教育的招牌上有“师大一中校本课程实践基地”的字样

就能被名校高比例

择优录取 ？？

去年11月开始，陆续有家长了解到
一条由“成都博思堂教育”发出的冬令
营消息。冬令营为期7天，从1月15日到
21日，采取封闭式管理，所需费用为
4980元。冬令营地点则设置在师大一中
的校园内。

李先生去年12月初接到来自“成都
博思堂教育”的电话，“说有一个统一组
织的冬令营活动，参加后有机会参加师
大一中小升初的择优录取”，因为孩子
正值六年级，李先生动了心，“师大一中
是一所不错的学校，孩子如能进入学
习，这肯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正好

能够通过这个机会看看孩子成绩有多
少差距，也可以见见题型。”去年12月15
日，李先生便为女儿丫丫报了名。

相对于李先生，陆女士的报名时间
则更早，“我是去年11月16号报的名，当
时是从网上论坛得知的这个消息。”陆
女士介绍，报名咨询时，“成都博思堂教
育”的工作人员称其与师大一中同属一
个教育集团，并表示冬令营期间考试成
绩优秀的学生可以有60%左右的择优录
取比例。陆女士称，尽管自己也对60%的
高比例产生过质疑，但想到可以让孩子
见见题型，便很快定了下来。同时还为

孩子报了博思堂的一个费用高达5万余
元的“一对一学习课程”。

“他们说了有机会给师大一中推优，
加上我们本来就有意让娃娃上这个学校，
娃娃学习成绩也不差，这肯定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啊。”另一名家长张女士去年11月7
日为孩子报了名，“我们理解的这个推优，
尽管没有明说一定能够进入师大一中，但
我们都明白这个话的意思。”

不过，对于所谓“择优录取”的标
准，博思堂并没有明确给出。记者了解
到，报名参与冬令营的学生达到了500
余人。

报名 花4980元参加冬令营
家长称“被暗示”能高比例被师大一中录取

疑问 考试成绩出现巨大反差
高录取比例也不见音讯

诉求 公布“择优录取”情况
查阅试卷 弄清楚孩子差在哪

“成都博思堂教育”的一篇微信公
众号文章显示，1月14日，参与冬令营
的学生在师大一中校园内入营，食宿
均在学校。1月15日，冬令营正式开始。
根据课程安排，每天共有9节课，晚上
还会安排两节课的模拟测试，除去就
餐和休息时间，一天的课程从早上8点
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9时许。整个冬
令营期间，还将进行4次考试。

由于冬令营采取封闭式管理，直
到1月21日最后一次考试结束后，家长
才慢慢了解到孩子的学习和测试情
况。1月22日，家长们参加了冬令营结
束的家长会，并在会上收到了孩子在
此期间几次考试的成绩单。“看了成绩
后，真的有些不相信，为啥差距会这么
大。”李先生称，平时女儿丫丫在校的
学习成绩一直处在班级前列，而这几
次考试的成绩却不理想，“分数低，排
名均在三四百名之后。”

先前，李先生以为或许是孩子自
身有问题，不过后来其发现家长群中
多位家长均反映孩子成绩出现了很
大的反差。同样感到成绩反差巨大的
还有熊先生，“我们娃娃平时成绩一

直都在八九十分以上，现在一下变成
了三四十分。”在博思堂给出的学习
建议中，则建议继续报读该机构的

“名校冲刺营”。
更让人意外的是，另一家长的孩

子各项成绩均处在本次冬令营的前
几名，也被建议继续报读名校冲刺营
学习。“这就有一个问题，无论（冬令
营）成绩好坏都被建议继续报班，那
是不是他们想继续以此再次收费。”
李先生称。

此外，冬令营的教学质量，也被
部分家长质疑，“娃娃都反映拉进度
拉得太快，而且做了的卷子从来不评
讲”。12日，陆女士的孩子甫甫向记者
表示，“老师讲得还可以，但讲得太快
了，听不太懂，也没有讲解考试题为
什么错，白天讲的跟晚上测试的内容
也不太一样。”

成绩的问题还引发另一个最为集
中的质疑，先前工作人员所称的“择优
录取”，在冬令营结束后也一直没有消
息。“到底录取没有，哪些学生被录取
了，什么标准，这些信息全是懵的。”一
位家长称。

师大一中的校园官方网站1月17日发布声明

花4980元参加一周冬令营

家长展示孩子冬令营的成绩单。有家长
称，孩子成绩从年级排位100多名变成400
多名，都被建议“报读名校冲刺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