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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课后服务费该如何用？
省教育厅：专项用于课后服务成本支出，将建立省级监管机制
本报记者 童梦宁 文/图

“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是一件好事，能
解决孩子放学后的监管等问题。我们交
的托管费（即课后服务费），合理用于补
助老师是正常的，但用于学校添置设施
设备，甚至改善办学条件，这合理吗？”近
日，有中小学生家长向本报反映，一些地
方课后服务费的使用偏离了上级文件要
求，期盼规范用途，
将好事办好。
据了解，2017 年 2 月、2020 年 8 月，教
育部和我省分别下发了有关做好中小学
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均强
调坚持公益惠民，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专
项用于课后服务成本支出。之后全省各
地结合实际制定了不同收费标准，本着
家长自愿原则进行合理收费，所收费用
全额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同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及城镇低保
户子女予以免费。
近日，就课后服务费的使用情况，记
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有的地方规定很含糊
万年县是全省较早实施课后服务工
作的县（市、区）之一。2019 年 12 月 27
日，该县下发《关于制定我县公办中小学
课后托管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就每学
期托管收费设定了两个标准，即小学 400
元、初中 200 元，强调课后托管费专项用
于课后服务方面的开支，同时规定“节余
部分用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在万年县城区小学中，规模最大的
小学是县一小，全校学生人数达 5000 余
人，最小的是县六〇小学，学生人数为
1800 余人。依据当地文件要求，这两所
小学每学年收取的课后服务费分别为
400 余万元、140 余万元。
对于课后服务费“节余部分”是如何
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问题，5 月 16 日，
万年县教体局及县一小相关负责人面对
记者采访时，均保持沉默。不过，县一小

相关年级负责人表示，将节余经费用于
购置电脑、复印机等办公设备或校舍等
基建，属于“改善办学条件”，符合当地文
件规定。
万年县六〇小学校长陈忠华表示，
该校有 100 名左右参与课后服务工作的
教职员工需予以补助，同时还聘请了校
外 10 余名艺术类老师，参与舞蹈、古筝、
剪纸、书法和美术等 16 个课后兴趣班的
辅导工作，再加上这些兴趣班所需的教
学用品及耗材支出，每学年课后服务费
所剩不多。不过，他坦承，该校由于经费
吃紧，每年从课后服务费中支取 10 万余
元，用于 33 名班主任津贴支出。
记者了解到，上饶市玉山、婺源及广
丰等地的相关文件也规定课后服务费分
两部分使用，即“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
工作人员的补助，其余部分用于添置设
施设备、购买耗材及开展各类比赛活动
等支出”。
对此，不少家长表示，节余的课后服
务费用于学校“添置设施设备”，最终也
变成了“改善办学条件”支出，此举有转
嫁义务教育投入负担，由家长来分担的
嫌疑。
玉山县教体局教育股股长沈佳红坦
承，当初发布文件时，也担心相关学校以
文件为由，购置与课后服务无直接关联
的教学设备或其他支出，偏离“课后服务
成本支出”的要求。下一步，拟将重新明
确课后服务费用途及调整收费标准。

有的地方监管很严格
课后服务费到底该如何规范使用？
记者了解到，宜春市及其辖属县（市、区）
基本上都细化了课后服务费用途及管理
制度，得到了家长认可和支持。
宜春市明确规定，课后服务费用于
开展课后服务的水电费支出、消耗品购
置、场地器材维护、参与课后服务工作人
员补助等。每学期结束后由各县（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家长委员会进
行核算，据实支出，
确保专款专用。
其中，万载县不仅细化了每人每课
时补助标准，即任课老师、行政值班人员
分别不超过 50 元、40 元（聘请校外艺术
类老师的费用依据当地行情予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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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下放 20 种特殊药品
审批使用权
本报九江讯 （记者曹诚平）从 3 月 1 日起，九江市医保局、卫健
委将吉非替尼、奥西替尼等 20 种较为安全的口服、注射类治疗癌
症特殊药品的审批使用权限下放至各地人民医院（含修水县中医
院、都昌县中医院），但参保患者首次使用特殊药品必须由三级以
上特殊药品定点医疗机构责任医师审核评估。
特殊药品审批使用权限下放后，每家医院指定一至两名有资
质的医师，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给予审批使用报销权限。各级
定点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国家医保谈判、集中采购的药品，以及抗癌
特殊药品的配备使用，严禁医疗机构出现无正当理由不配备药品
或让患者院外购药的情形。
特殊药品审批使用权限下放，方便了患者就近就医和使用救
命救急的抗癌特殊药品，减轻了患者负担。彭泽县医保局局长齐
芳告诉记者，在彭泽县有 570 多名患者需要长期购买使用特殊药
品。特殊药品审批使用权限下放到县后，每年可为患者减轻负担
约 60 万元。

共建营养健康环境
2021 江西省全民营养周宣传活动启动

南大附小的学生在学校参加课后滑冰活动。
还设立 5 个课后服务专项工作组，其中
财务工作组、督查工作组、监审工作组对
全县课后服务工作分别进行财务监管、
督导和考评、监审费用开支及处理相关
违规违纪问题，确保健康有序开展全县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万载县教体局党委委员蓝寿明告诉
记者，在实施课后服务工作中，该县有不
少中小学校长曾提出将结余款项用于添
置空调、复印机等办公设备，但均被财务
工作组否决。理由是这些设备不是直接
用于学生托管服务，所需费用不属于课
后服务成本支出。

省里将规范收费用途
据了解，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
人数逾 600 万，课后服务收费及用途备受
社会各界关注。
教育部及我省的相关文件均明确规
定，课后服务是社会服务行为，不属于免
费义务教育范畴，建立健全课后服务成
本分担机制，服务费由政府、社会和家长
共同分担；广大中小学要充分利用学校
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主动承担课后服务责任。
省政府法律顾问、省律师协会副会
长廖泽方表示，按文件规定，课后服务费
来源多元化，并非仅家长缴纳，省级层面
应遵循“成本补偿及非营利、公益性”原
则，建立成本核算及监管机制，引导各地
每学期组织由家长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等相关人员参与监督，规范收费及
专项用途。
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程裕秋表示，
从去年 9 月起，我省开始全面推行中小
学生课后服务工作，这对全省来说是一
件新生事物，推行过程中难免遭遇一系
列困惑及不规范现象，需逐步予以化解
或调整、完善。但他强调，课后服务费成
本支出不应涵盖常规硬件设施或“改善
办学条件”的投入费用。
程裕秋还表示，当前省教育厅已组
织人员开展课后服务专项调研，广泛收
集家长及社会各界建议和意见，分析一
些地方探索出的成功做法，形成样板进
行推广，引导各地不断完善、健全课后服
务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收费及用途，同
时 建 立 省 级 层 面 监 管 制 度 ，确 保 好 事
办好。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我省 71%的居民人均每日食盐摄入
量超标 20%，食用油摄入量超标 22%，居民膳食脂肪提供能量超标
29%——这是日前江西省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传出的信息。该活动由省营养协会主办，旨在
倡导我省居民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活动以征集创意作品、百万师生同上营养课堂、营养直播讲
座、营养健康知识专栏等方式开展，并通过“五进”
（进社区、进乡
村、进学校、进餐厅和进超市）宣传活动，强化合理膳食的重要意
义，关注学生营养与健康教育，倡导“三减”
（减盐、减油、减糖）、
“三
健”
（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活动现场，省营养学会发起了“健康第一责任人、学校营养健
康食堂创建、分餐节约、平衡膳食”为主题的全民营养倡议。此外，
省疾控中心有关专家对《江西省学校营养健康食堂创建规范》
《江
西省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报告》
《江西省在校学生营养健康监测报
告》进行解读，并号召全省大中小学校、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
单位创建营养健康食堂，
共建营养健康环境。

刘建和他的生态农业
李晓群 洪永林 本报记者 练 炼
“自从引进猪粪无害化处理技术后，不但解决了空气、水源污
染问题，经过发酵处理的有机肥，还成了附近蚕农的抢手肥料。”5
月 16 日，修水县马坳镇寒水村生猪养殖大户陈辉，向记者说起了
养殖场环境的改变。
陈辉的生猪养殖场里，猪粪的无害化处理，得益于从事有机肥
开发利用的九江礼涞农业集团董事长刘建的帮助。
1996 年大学毕业后，刘建在一家农业公司当起了推销兽药的
销售员。他在与养殖户接触时发现：大量粪污不能进行无害化处
理，农田成片的秸秆焚烧造成环境污染。看到这些问题后，刘建就
像着了魔一样琢磨，希望能帮助养殖户和种植户解决这些问题，并
成立了九江礼涞农业集团。自己技术不够便四处拜师学艺，本领
不强就请师傅上门，从 2013 年开始，刘建一边跑高校、科协等单
位，一边到田间地头摸清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九江市科协
的牵线搭桥，国内微生物领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
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邓子新看上了刘建打造的生态循环有机
肥产业。2016 年，礼涞省级院士工作站成立。通过院士工作站开
发出的农业废弃物（秸秆、动物粪便）智能堆肥发酵系统，成功解决
了秸秆焚烧污染、养殖粪便污染、土地肥力下降、农产品品质不高
等问题，提高了农作物秸秆和粪便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使养殖
业、生物有机肥、种植业三者之间形成有机的产业循环链。
如今在九江，上规模的猪禽养殖户、农业种植户一说到刘建，
都知道“礼涞模式”。
“只要他们有需求，我们就提供整套技术方案，
包括设备、发酵剂、营养包等，他们制成的有机肥，我们还负责回
收。”刘建说。目前，刘建带头打造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已覆盖九
江市柴桑、修水、瑞昌、湖口等地，成为引领农业企业和地方种养大
户在生产中践行生态农业，较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
益有机统一的好经验、好做法。

垃圾分类进校园

收获满满

5月11日，
南昌市西湖区西湖街道算子桥社区联合羊子巷小
学孺子亭校区，
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5 月 16 日，会昌县西江镇人工草皮种
植基地，村民正在草场铲收草皮，准备销往
各地市场。近年来，会昌县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引导农民规模种植草皮，吸纳当地
村民加入合作社，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乡村振兴路。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5 月 15 日，吉水县阜田镇双山水库，
渔民正在捕鱼，鱼跃人欢，一派丰收景象。
近年来，吉水县积极落实“河湖长”制，推广
“人放天养”生态渔业模式，加快推进当地渔
业持续健康发展。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
5 月 14 日，奉新县交通局和书院社区志愿者走进辖区幼
儿园，向小朋友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特约通讯员 邓建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