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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课后服务费’的名义
收费，以为上面不会太追究。”
刘奉良说，补课费已下发，教师
确实付出辛勤劳动，要求退还
补课费存在实际困难，加之今
年疫情过后再遇汛情、高考，事
务繁杂便逐渐把督查整改工作
淡忘了。

“作为县委书记，跟踪督办
还是存在缺位。”华容县委书记
陶伟军说，针对华容县第一中学
收取补课费问题，县委县政府态
度明确，即要求学校必须立即将
补课费清退到位，对于相关责任
人必须依法依规处理。

记者了解到，督查组进行

明察暗访后，岳阳市委市政府
责成华容县第一中学立即组织
专人对 2019年以来收取的补
课费用造册清退。所有在校生
已于10月15日上午全部清退
到位，其他离校学生采取适当
方式逐一清退。同时，由岳阳
市纪委监委成立专案组，对收

费及整改过程中的相关责任人
进行立案调查。

就在记者发稿前，湖南的
周女士向督查组成员发来信
息，“学校收取的补课费已经全
部打卡充值到学生的个人消费
卡上，大家都非常高兴。”

据新华社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
检察院纪检监察组、云南省纪委监委消
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局原局长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肖卓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中新

上海野生动物园18日针对17日发
生的动物意外伤人事件发布公告。

公告称，10月17日下午，上海野生动
物园发生一起动物意外伤人事件，园区工
作人员在猛兽区（车入区）实施作业时，遭
受熊攻击，致使一名工作人员不幸死亡。

上海野生动物园表示，事件发生
后，园方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启动猛兽区（车入区）临时关
闭应急措施，发布游客公告，妥善处理
游客退票等相关事宜，切实加强园区安
全运行管理。

上海野生动物园表示：“发生这样
的悲剧，我园极为痛心，对逝者表示沉
痛哀悼，对逝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对
由此给游客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目
前，我园正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事
件调查。我园将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
产的主体责任，充分吸取教训，举一反
三，进一步加强各方面安全管理，全力
做好事件处置和各项善后工作。”新华

上海野生动物园发生
动物意外伤人事件

据新华社电 据青岛市卫健委 18
日通报，新冠肺炎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青岛港工人陈某某已于17日出院。

9月下旬，曾装卸过进口冷冻海鲜
产品的青岛港两名工人董某某和陈某
某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当时均为无症状
感染者。10月14日，董某某转为确诊
病例，陈某某恢复良好。

据山东省卫健委此前通报，青岛港
两名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在青岛市胸
科医院隔离观察期间，离开封闭病区做
CT检查，因防护、消毒不规范致使CT
室被病毒污染，进而传染了次日上午到
同一CT室检查的住院患者李某某和陪
护牛某某，并将病毒带入结核病区，导
致疫情在院内传播。

此次疫情发生以来，青岛市共有
13人先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青岛一名新冠肺炎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出院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联合国对
伊武器禁运18日自动解除。

伊朗外交部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
布声明：“截止到10月18日，针对进出伊
朗的武器转移及相关活动和金融服务的
所有限制……全部自动终止。”

伊朗外交部同时强调，伊朗国防着
重于本土制造。联合国对伊武器禁运
终止后，伊朗不会寻求获取非常规武器
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会大笔购买
常规武器。

伊朗2015年7月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
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随后通过认可伊核协议
的第2231号决议，其中规定，联合国对
伊武器禁运2020年10月18日终止。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
扎里夫说，联合国对伊武器禁运18日
终止，标志着“伊朗与全球合作的正常
化”。 据新华社

伊朗称联合国武器禁运
自动解除

最高检检务督察局
原局长肖卓接受审查调查

中学老师遭人当街持刀杀害

法国追查巴黎恐袭事件

走读生也要收取住宿费？
国务院督查组出手整治

问题整改必须求真务实、令行禁止。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十督查组日前接到群
众反映，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今年上半年因向学生收取补课费被要求整改，学校未全
面清退费用，近期借由家长委员会名义再次向学生收取补课费，给学生家庭带来额外负
担。这一情况引起第十督查组的注意。

“走读生也要收取住宿
费，实在不合理。”日前，湖南
的周女士通过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反映，湖南省华
容县第一中学频频向学生收
取校园APP使用费、补课费等
费用，数额从百余元到数百元
不等，大家不想交，但又不得
不交。

暗访中，督查组向周女士

了解到，学校收取的各项费用
中，补课费数额较大、次数较
多、学生家长反映最强烈。以
现高三年级为例，2019年下学
期、2020年上学期，分别收取
了每位学生950元、980元的补
课费，2020年暑假因疫情延迟
放假 20天又收取了 670元的
补课费。

督查组进一步核查发现，

就在今年5月，湖南的宋先生曾
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
台反映华容县第一中学向学生
收取补课费问题。当时，湖南
省政府在接到国办督查室转送
的问题线索后，通过岳阳市政
府责成华容县政府对群众反映
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后确认群
众反映问题属实。

此后，当地对外称，“针对

督查发现的问题，华容县第一
中学立即停止违规收费行为，
已布置的早晚自习补课费停
止收取，并立即组织清退到
位。”

“说是要退钱，但学校一
分钱没退。”督查组日前与宋先
生联系得知，此前收取的补课
费至今未退还，“我在外地打
工，老是收费怎么交得起！”

群众反映的情况是否属
实，华容县第一中学督查整改
落实到位了吗？带着问题线
索，督查组来到华容县第一中
学进行暗访。

经查，该校实施全员住校
封闭式管理，部分高三年级和
学校周边居住学生可走读，学
校早上 6时许上课，22时许下
课，除早晚自习外，周末及节
假日安排有收费补课。按当
地发改部门确定的收费标准，
每生每学期学费为1000元，该
校一位教师透露，学生每学期
需交 3000元至 4000元的各项
费用。

随后，督查组来到华容县
第一中学进行明察。该校校长
刘奉良表示，有关方面反映情
况属实，2019年下学期以来，学
校对现已就读高二学生累计收
取每人1900元的补课费，对现
已就读高三学生每人收取2600
元补课费。

刘奉良说，教育部门并未
要求高中必须进行晚间和周末
补课，但迫于升学压力，补课已
成常态。教师因补课工作量倍
增，但财政绩效工资并未增加，
为给教师发放补课报酬，学校
想到了以“课后服务费”名义收
取补课费这一门路。

督查组了解到，中小学服
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在完成正
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
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
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中小学按照国家和本地区课
程改革要求安排的教育教学
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
项，不得列入服务性收费和代
收费事项。

刘奉良向督查组介绍，为
规避责任，学校将补课费收费
标准和数额告知各年级家长
委员会，按照每生每课时 2元
左右的价格，由家长委员会进
行代收。2019年下学期以来，

对现就读高二、高三年级学生
总计收取补课费 390余万元。
这些补课费未纳入单位财务
集中管理，由各年级组自行收
支使用。

“收来的补课费并非全部
发给老师。”根据学校有关人员
向督查组提供的一份补课费开
支明细显示，2020年上学期，该
年级收取补课费85.7万元，支
出中，除向教师发放加班补助
外，还向学校上交10万元管理
费。此外，还列有教职工婚丧
嫁娶礼金、活动比赛以及年级
办公用品开支等公共及生活开
支2万余元。

“老是收费怎么交得起！”

“收来的补课费并非全部发给老师”

“以为上面不会太追究”

法国总理卡斯泰 17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留言说，这起持
刀杀人事件“带有宗教极端恐
怖主义的特征”。

“世俗主义是法兰西共和
国的支柱，却成为这一卑鄙行径
的攻击目标。”卡斯泰说。这是巴

黎一个月内第二次发生可能与
宗教极端势力相关的恐怖袭击。

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
位于巴黎十一区的原社址9月
25日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两名
到楼外透风的纪录片制作公司
雇员受伤。反恐部门官员说，

袭击者不认识受害者。
《查理周刊》几年前因刊登

颇具争议的宗教题材漫画而遭
遇恐怖袭击。2015年1月7日，
两名武装人员闯入《查理周刊》
杂志社，用冲锋枪扫射，致使12
人死亡。“基地”组织阿拉伯半

岛分支声称发动了袭击。
《查理周刊》恐袭发生后的

同年内，法国接连发生多起恐
怖袭击，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查理周刊》后来搬离遇袭总
部，眼下的办公地点因安全原
因对外保密。 据新华社

法国警方17日继续调查前一天发生在首都巴黎西北郊的一起持刀杀人事件，已经
拘押9人。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17日呼吁法国人团结一致应对恐怖主义。

法国反恐检察官办公室17
日证实，已经拘押 9名涉案人
员，包括凶手父母、祖父母和一
名兄弟。

16日17时左右，位于巴黎
西北郊的孔夫朗-圣奥诺里讷
市街头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当
地中学历史教师萨米埃尔·帕
蒂遇害。袭击者随后在不远处

因拒捕而被警方开枪击毙。法
国媒体报道，袭击者是18岁的
俄罗斯车臣裔男子。

路透社报道，帕蒂本月早
些时候在课堂上展示涉及宗教
的漫画，激怒了一些信教家长。

一名司法界人士告诉法新
社记者，另有5人遭拘押，包括
帕蒂一名学生的父母。这对父

母反对帕蒂在课堂上向学生展
示宗教类漫画。

一个星期以前，一名网民
自称帕蒂学生的父亲，在社交媒
体上传一段视频，指责帕蒂是

“暴徒”，呼吁网友一起“说不，别
（让帕蒂）碰我们的孩子”。

另一名学生家长告诉法国
公共电台，帕蒂“没有失礼”，而

是在展示漫画前告知信教学生：
如果不适，可以先行离开教室。

多名反恐检察官说，在他
们看来，这起袭击与恐怖组织
有关。一名熟悉案件调查情况
的消息人士说，先前没有迹象
显示凶手是宗教极端分子，法
国反恐部门也没有把这名男子
列入监视名单。

拘押9人

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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