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加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

学生入学前应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 为
做好春运返程阶段火车站旅客接
驳运输服务， 截至1月31日， 北
京涉及火车站的多条地铁线路仍
将延长运营时间， 公交也将开行
多条地铁摆渡线， 并在出租车调
度站设置临时合乘区。

北京轨道交通继续开展延时
运营， 保障乘客夜间接驳出行。
其中， 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 （由
公益西桥站开往安河桥北站） 延
长1小时至00:19， 下行 （由安河
桥北站开往公益西桥站） 末班车

延长半小时至23:59； 7号线延长
运营1小时， 全程末班车 （终点
站为环球度假区站） 时间延长至
23:59，半程末班车 （终点站为高
楼金站 ） 时间延长至次日0:14；
14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 16号线
丰台站———西苑站上行方向延长
运营半小时至23:18。

地面公交继续加强春运返程
夜班车运力。 始发途经火车站的
16条夜班线路将加密首车至次日
1时的行车间隔， 并结合各火车
站临客客流情况， 在周边场站安
排1至2部机动车， 应对夜间集中

到站客流。
出租汽车方面， 组织出租运

营企业进行分场 “保点”， 特别
是23时后的出租运力组织和服务
保障工作。 提前督促出租车调度
站圈车， 及时向线上微信群发布
信息。 组织首约、 滴滴、 高德等
网约车平台， 对场站约车优先派
单， 并调派场站周边网约车前往
停车场网约车上客区， 接单疏运
旅客。 在北京站等重点场站调度
站设置临时合乘区， 倡导排队旅
客通过拼车等方式打车， 提升离
站效率， 减少等候时间。

倡导排队旅客拼车离站 减少等候时间

北京站等重点场站设置临时合乘区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市
教委、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
加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
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规定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应
公示， 不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
外收取其他费用。

指导意见主要从十个方面加
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
包括严格执行学校收费项目、合
理确定学校收费标准、 强化学校
办学成本核算工作、 规范学校收
费决策程序、 严格执行收费公示
制度、落实学校退费管理制度、加
大违规收费行为的查处力度等。

根据规定， 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可以收取学费、住宿费、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 不得强制或暗示
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
或资料； 不得违规补课加收相关
费用； 不得以赞助费等名目收取
或变相收取与入学相关联的费

用。 学校按规定收取的服务性收
费、 代收费应坚持学生自愿和非
营利性原则， 代收费不得获取中
间差价。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即时
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

本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当
基于办学成本和市场需求等因
素，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
则，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学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以
及收退费管理办法应于学生入学
前通过招生简章、学校网站、入学
通知书等渠道向社会公示， 并在
校内显著位置设置长期固定的教
育收费公示栏进行公示， 不得在
公示的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
用。收费政策变动时，学校要及时
更新公示内容， 确保公示内容合
法、有效。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按学
期或学年收取学费、住宿费。

学生如因故休学、退学、提前
结束学业或转学， 学校应根据实
际学习时间合理确定退费额度。

其中新生在报到前提出退学的，
学校应退还学生预交的所有费
用。 已报到的新生在学校课程开
始前提出退学的， 学校应当退还
学生所缴纳的全部学费。 学生在
课程开始后的一个月内提出退学
的， 学校应核退不低于80%的本
学期学费； 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
内提出退学的， 学校应核退不低
于60%的本学期学费； 开学两个
月后学生提出退学的， 学校可以
不退本学期的学费。 按学年收费
的，发生上述情形，学校应全部退
回学生已交纳的其余学期学费。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完善
教育收费信访受理、督查督办、提
醒约谈、违法线索移送机制。市场
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违反明码标价
规定、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

本市民办高中收费管理参照
本意见执行， 民办幼儿园收费管
理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没
有规定的参照本意见执行。

【本市】03新闻2023年 1月 ３１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日前，
记者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区(大兴)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北
京市首宗纯氢站项目———大兴机
场临空区加氢站 (纯氢站) 项目
挂牌成交。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0.48公顷， 地上建筑面积1920平
方米， 是北京市乃至京津冀区域
首宗S5加油加气站(加氢站)用地
采用挂牌方式供地的试点项目，
落地北京市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 (北京)自由贸易试验

区高端产业片区大兴组团内。
据介绍， 临空区液氢加氢站

建成后，加注能力将达到3吨/天，
可满足每日约300辆氢燃料车辆
加氢需求。 作为临空区内首发挂
牌上市S5加油加气站 (加氢站)项
目，具备氢能制、储、运、加、用等
全产业链重大安全风险的预防和
管控能力， 符合临空区持续创新
驱动理念、 安全发展理念和清洁
化、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理念，形
成自贸区可复制、 可推广的创新

经验。
该项目建成后， 临空区将依

托综保非保工业物流园区、 生命
健康社区、国际航空社区、新机场
场内枢纽等区域，加速城市配送、
冷链物流、建筑领域、邮政运输、
旅游、通勤、机场服务、环卫作业
等适配运输场景的形成， 有效支
撑大兴及京津冀区域氢能产业发
展，助力相关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也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 推动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

北京首宗大兴机场临空区加氢站挂牌成交

本报讯 （实习记者 曹立栋）
记者昨天从北京轨道运营公司获
悉，1月30日起， 北京地铁19号线
开始实行新版列车运行图， 工作
日早高峰时段行车间隔由6分缩
短至4分50秒， 平峰时段由8分缩
短至7分， 全天增加列车47列次，
小时运力最大增幅24%。 该举措
实施后将有效减少乘客候车时
间、降低列车拥挤度，提升乘客乘
车体验。

据了解， 为了保障新版列车
运行图的顺利实施， 北京轨道运

营公司各部门通力合作， 强化业
务培训及演练、优化检修作业，加
强对设备、车辆的维护保养，确保
设备正常运转， 为列车运行图的
顺利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19号线一期自2021年12月31
日开通以来， 为乘客提供着更具
速度和时间优势的交通服务选
择， 北京轨道运营公司将持续关
注所辖线路客流情况， 积极适应
日益变化的乘客需求， 提供更为
快捷、安心的出行服务。

曹立栋 摄

早高峰4分50秒 全天增加列车47列次

北京地铁19号线缩短发车间隔

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多举措助力务工人员返京就业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1月30
日，北京市首趟“点对点”返京复
工专车顺利抵京，80名来自甘肃
省礼县的家政服务人员“礼贤妹”
在东城区人社局组织下， 来到位
于顺义区的北京壹号营地。 在这
里， 他们将接受家政服务相关培
训，在考察合格后上岗。后续，100
余名来自山西的“吕梁山护工”也
将搭乘专车来京返岗复工， 满足
本市家政护理行业用工需求。

为做好来京务工人员节后返
岗服务工作， 保障供需双向信息
畅通、 高效对接， 北京市区两级
人社部门依托 “春风行动” “春
暖农民工” 等专项活动， 周密安
排调度， 积极快速响应， 突出劳
务协作， 采取有力措施， 确保务
工人员有序返京、 及时上岗。

春节前后， 北京市和甘肃省
两地人社部门携手， 提前行动，
摸排家政等行业用工需 求 和 保

姆等家政技能人员就业意愿情
况， 及时对接家政行业企业， 积
极 搭 建 用 工 供 需 平 台 ， 明 确
“供 ” 在何处 、 “需 ” 在何方 ，
精准高效匹配， 提高用工就业帮
扶针对性。 同时， 北京市人社局
还积极对接甘肃礼县、 山西吕梁
等地人社部门， 调配安排运转车
辆， 根据来京务工人员返岗需求
安排 “返京专车”， 确保 “点对
点” 输送有序进行。

为确保节后务工人员顺利返
岗， 北京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多措
并举， 强化重点企业用工保障，
实施就业公共服务托底帮扶， 拓
展帮扶渠道 。 接下来的两周时
间， 全市将举办10余场跨省劳务
协作、 综合类、 残疾人就业创业
等不同主题的现场招聘活动。 其
中， 东城区开展互联网+精细化
服务， 利用 “东城人社” 微信公
众号、 就业超市等网络平台， 开

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 房山区及
时摸排重点行业领域、 重点项目
用工缺口情况， 积极协同指导企
业做好返岗复工计划和 安 排 ，
并与山西省吕梁市联动举办家
政服务员线下招聘会。 顺义区以
“快修保食洁” 企业为重点， 开
展入企走访和电话对接企业， 通
过 “顺e就业 ” 微信公众号发布
企业招聘信息， 保证岗位信息通
畅。

本市首趟“点对点”返京复工专车抵京

(上接第１版)
《实施方案》 聚焦深入推进

综合监管、 柔性监管改革， 加强
监管的科学性、 规范性， 提出4
方面7项改革任务。 在食品安全
等领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非
现场监管。 推动城市管理领域完
善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制
度， 统一基层执法标准， 明确轻
微免罚适用情形。

《实施方案》 聚焦促进消费
提质升级的创新经营需求， 进一
步放宽准入限制 ， 调整工作流
程， 完善标准规范， 提出8方面
24项改革任务。 加快规范商圈广
告、 外摆、 展示、 促销等事项办
理流程和标准。 优化电商零售发
展环境 。 优化新能源车消费环
境。 针对充换电设施落地难， 选
址布局缺乏统一清晰管理， 二手
车交易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等问
题， 制定实施充换电设施发展规
划， 形成全市车站相随、 场景互
补、 智能高效、 安全便捷的车用
新能源补给设施网络和服务体
系。 研究二手新能源车检测和评
估标准， 进一步完善新能源车报

废实施细则。 规范乡村民宿准入
标准和流程 。 优化文化演出管
理。 针对企业提出的文化演出许
可审批周期长， 办理演出场所经
营单位备案证明门槛较高的问
题， 将举办大型演出活动涉及的
营业性演出许可、 大型群众性活
动安全许可等审批服务事项整合
为 “一件事 ”， 实行并联审批 、
全程网办。 加快出台本市演艺新
空间相关政策、 标准、 规范， 开
展北京市演艺新空间试点工作。
研究出台密室剧本杀等新型文化
业态内容管理规定， 明确市区主
管部门及管理职责， 细化内容审
查标准、 流程。

《实施方案》聚焦增强普惠性
政务服务供给， 切实增强企业获
得感，提出3方面5项改革任务。针
对大型商场周边停车难、 道路拥
堵、地铁口不连通，商圈内各类停
车设施难以共享， 公交运行时间
与商圈营业时间不匹配等问题，
编制商圈交通组织方案， 重点增
强商圈内外连通， 科学提升路网
密度， 提升地上地下交通连接程
度，推进停车设施共享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