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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生可休学创业
创新创业折算学分计入成绩
16 日，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与 2005 年开始实施
的原规定相较，新规定更加突出立德树人要
求和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针对近年来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潮，新规
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规定提出，健全休学创
业的弹性学制，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
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入学后也可以申请休学
开展创业；对休学创业的学生，可单独规定
最长学习年限，并简化了休学批准程序。 建
立更加灵活的学习制度，规定学生可以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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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学习，包括申请跨校辅修专业或修读课
程，对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
明确了学生学分积累和认可制度；规定参加
创新创业等活动，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
业成绩，鼓励学校建立创新创业档案、设置
创新创业学分。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新规定更
加注重保护学生权益， 完善公平的奖励制
度，规定学校对学生予以表彰和奖励，以及确
定推荐免试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公派出国留
学人选等赋予学生利益的行为， 应当建立公

据新华社

允许学生分段完成学业

弹性
学制

健全休学创业的弹性学制，放宽学生学习年限，允许学生分段
完成学业。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入学后
也可以申请休学开展创业；对休学创业的学生，可单独规定最长学
习年限，并简化了休学批准程序。

转专业

创新实践、休学创业的学生，经个人申请学校批准可以转入相
关专业学习，降低学生创业的机会成本，让学生在自主创业方面有
更大的选择空间。

折算
学分

参加创新创业等活动以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
业学习、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
业成绩。

保留
学分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所获得学分，在学生因休学、退学、
取消学籍、开除学籍等情况中断学业时，其在校学习已获得的学分可以
予以保留，在复学或重新入学情况下，允许承认已修读课程的学分。

跨校
修课

支持学生主修专业以外辅修校内其他专业或者选修其他专业
课程、跨校修读课程和参加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鼓励学校开展社
会实践、创新创业、在线课程的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建设，不
断创新校内、校外课程共享模式，畅通学习成果转移转化渠道。

学校
助力

开、公平、公正的程序和规定。 规范对学生的
处分程序，专门新增
“
学生申诉”一章，完善申
诉制度和程序， 强化了学生申诉委员会的职
责，增加了教育部门对学校行为的监管措施。
新规定还强调促进学生自我管理。 鼓励
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
育、 自我监督。 充实有关学生权利义务的规
定，强化学生自我管理机制和行为规范，规定
学校应建立健全学生代表大会制度， 为学生
会、研究生会等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将更多的自主权
交还给学生

︻点
︼评

面对 休 学 创 业 的 选 择 ，有
些老师和家长担心， 这是否会
欲速则不达？ 一位高校负责人
说， 这个规定并不意味着学校
号召学生都去休学创业， 而是
给了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鼓励学生
把学业和创业更好地结合起
来。
观点指出，实行弹性学制，
将更多的自主权交还给学生，
让他们对生活、 学习与工作作
出个性化、多样化的安排，符合
教育“以人为本”和“因材施教”
的原则。 但是，弹性学制绝不意
味 着 “放 任 自 流 ”， 更 不 允 许 打
着弹性学制的旗号在学业方面
打折扣。

鼓励学校建立创新创业档案、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加强学生的
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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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当在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 审查合格
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册学籍；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
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
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资格
复查

学生入学后， 学校应当在 3 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
查。复查内容包括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所获
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
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等。

学籍
取消

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
查不合格，应当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应当移交有关部门调
查处理。

开除
学籍

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情况包括： 代替他人或者让
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
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
扰乱考试秩序行为；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
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或者代写论文、买卖论
文等。

学生
申诉

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负责受理学生对处理或
者处分决定不服提起的申诉。
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 可以在接到学校
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提出书面申诉。

来源 /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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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 年轰动一时的被冒名
上大学的罗彩霞， 到 2016 年王娜
娜被顶替上大学事件再起波
澜——
—十年寒窗却被冒名者“偷”走
了进入大学学习、 改变人生命运的
机会，这刺痛了社会公众的神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湛中乐评价说，这些举措
体现了立法的回应性和与 时俱
进的精神。 “更为完善的学生入
学资格审查机制不仅回应了公
众关切，也弥补了过去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领域存在的漏洞”。

“学术不端行为”更细化
︻点
︼评

中 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
院长申素平教授认为， 新规定吸
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判例以及近年
学术不端行为的新情况，将“开除
学籍”的学术不端条件，由原来的
“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
严重的”，细化修订为“学位论文、
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
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
严重的，或者参与代写论文、买卖
论文的”，为学校制定相应校规提
供更加明确的依据

安德鲁·普兹德资料照片

国安助理刚辞职 劳工部长又退出
特朗普组建内阁
怎么就那么难
15 日，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为劳工部
长的安德鲁·普兹德，宣布放弃提名。 而就在
两天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
弗林也因“电话门”提出辞职。
目前，特朗普内阁中，需参议院批准的核
心职位， 仍有多人连参议院投票日期都尚未
确定。 而截至 16 日，已上任的 11 人中，也有
多位是“艰难过关”。 特朗普组建内阁，为什
么就这么难？

党争令提名通过受阻
因提名通过无望，普兹德宣布放弃提名。
美媒称，有 4 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已告
知共和党领导人， 他们不支持这位总统特朗
普提名的劳工部长。 而且，最终有可能有多
达 12 名共和党参议员不会投支持票。
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普兹德很难在参议
院获得至少 50 票的门槛。 为何？ 因为共和党
不能指望任何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普兹德。
此前，民主党人已经表示，无论是哪位提
名人的听证， 民主党参议员们都将利用规定
范围内所允许的最长时间进行辩论，以尽可
能拖长提名确认时间。
之所以拖延辩论时间， 是因为民主党只
要说服 2 个以上的共和党人， 就能给内阁提
名造成实质性阻挠。
当地时间 2 月 8 日， 参议院以 52 票赞
成、47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塞申斯
（司法部长）的提名。 赞成票中，只有一票来自
于民主党议员， 可见民主党方面对这一提名
的反对程度。 一些美媒认为，围绕塞申斯提名
确认，两党争斗不仅激烈，而且风度创新低。
特朗普自己也曾在社交网站上发文抱怨
称：“我的内阁成员还没有全部到位， 这是美
国历史上拖延时间最长的一次， 真是耻辱。
都是民主党的阻挠！ ”

外行领导内行难得人心
观察可发现，特朗普班底，不乏没有任何
从政经验或相关领域经验的“政治票友”。
“外行领导内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

特朗普的内阁班底
赞成
56 票
53 票
98 票

航天界功臣云集
送别任新民
神舟飞船原总设计师：

52 票
52 票
93 票
51 票

他给中国航天人树立了好榜样

96 票

任新民和杨利伟等我国航天员在一起
本报北京电

戚发轫说：任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直奋
战在科研一线，主持的事情比较多。 他是中国
载人航天最早发起人之一， 在他的推动下，我
国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地发展，包括推动载人飞
船工程 1992 年正式立项。 他还是发动机技术
专家，我们国家很多发动机研制是他参与领导
的。 他是一位非常深入实干的老专家，任何事
情都要亲自研究一下，给中国航天人树立了一
个好的榜样。
任新民二女儿任之翔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父亲 70 多岁时仍然坚持骑车到离家十
余公里的研究所上班；父母亲结婚 73 载相濡以
沫、 感情很好，96 岁的母亲坚持从病床上起来
送了老伴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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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豪财务审查也非常耗时
还有分析指出，即便参议院民主党人不
“
下
绊子”，由于特朗普内阁中存在多位富豪，复杂
的财务审查也将严重拖白宫运作日程的后腿。
豪气十足，是特朗普内阁显著特点。特朗
普富人内阁入职第一关，就是财务审查，对有
些人来说，还需要提交纳税申报表。
去年底，就有消息称，特朗普已任命了 5
位亿万富翁和 6 位千万富翁在其政府任职。
为了获得参议院的最终确认， 他们必须披露
所有财务信息， 并剥离任何可能与新职位存
在潜在利益冲突的资产。
虽然这个过程不会影响提名人赢得参议
院最终确认的机会，但却非常耗时，从而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实际运作。
据了解，财务审查的工作由参议院调查人
员进行，并且，审核程序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据称，2009 年， 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财
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就差点被刷掉。他最初
选择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的人选汤姆·
达施勒则没能通过审核。

（记者刘桔 整理）

（需参议院批准——
—内阁及内阁级别成员）
反对

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
43 票
财政部长 史蒂文·努钦
47 票
国防部长 詹姆斯·马蒂斯
1票
总检察长（司法部） 杰夫·赛申斯
47 票
劳工部长 安德鲁·普兹德
放弃提名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 汤姆·普莱斯
47 票
交通部长 赵小兰
6票
教育部长 贝特西·德沃斯
50 票
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大卫·舒尔金 通过 票数暂缺
国土安全部长 约翰·凯利
通过 票数暂缺
驻联合国代表 妮基·黑莉
4票
小企业管理局 琳达·麦克马洪
19 票
内政部长 莱恩·辛克
农业部长 桑尼·珀杜
整
商务部长 威尔伯·罗斯
理
刘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 本·卡森
桔
能源部长 里克·佩里
本
版
制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 米克·马尔瓦尼
图
美国环境保护署主任 斯科特·普鲁特
方
磊
贸易代表 罗伯特·莱特希泽
：

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中国航天科技体系的建设”。
神舟飞船原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接受长江
日报记者专访时说：“我国很多重大航天工程都
是由任老发起、领导、落实的，我很荣幸在他领
导下干了几件事。 第一是东方红一号的时候，
当年他是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那时叫技术负
责人， 我是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我
们一起参加了发射场的测试、 汇报。 发射成功
后，我们一行 17 人还一起到天安门受到毛主席
和周总理的接见，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第二
是他主持了东方红二号中国通讯卫星的研制发
射。我在他的领导下，作为东方红二号卫星的副
设计师，也受到他很大影响。 大家都很努力，最
终取得了成功。 ”

81 票

子就是国务卿人选雷克斯·蒂勒森。他作为成
功的能源跨国企业高管， 其商业履历可谓过
硬， 但是对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却未必有多
深刻的了解。
还有 8 日通过任命听证的美国教育部长
贝特西·德沃斯。批评者认为她是公立学校的
敌人，其资格和财富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冲突，
都招致质疑。
此前，特朗普提名普兹德为劳工部长时，
也遭到了民主党、劳工组织的抨击。因为他不
仅反对提高最低工资，还反对支付加班工资，
反对《平价医疗法案》，更可能对退休人群的
利益造成损害。
事实上， 令特朗普头疼的或许还有，他
所选的智囊与他自己对于诸多重要问题的
看法大相径庭——
—例如对待俄罗斯、对伊朗
的态度，对北约、对 TPP 等自由贸易协定的
态度……甚至有媒体称， 特朗普的内阁是一
个“充满对手的团队”。

：

(驻京记者 柯立 ) 2 月 16 日上
午， 社会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送别了我国航天事
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任新民。
追悼会现场气氛庄严肃穆， 黑色挽联上写
着他生前的名言：
“
我一生只干了航天一件事。 ”
大约 800 多名航天界技术专家赶来送别任老。
刚刚获得 2016 年度
“
感动中国”人物的孙家
栋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
神舟飞船原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 探月工程总设
计师顾问兼总指挥顾问叶培建院士等不顾年事已
高，都冒着寒风赶到现场送任老最后一程。
88 岁的孙家栋院士昨天深情追忆了与任
新民一起参加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发射的峥嵘
岁月，感慨老一代航天人以“铁的纪律铁的意志

记者柯立 翻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