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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台修订版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

大学生创新创业可折算为学分
想创业又担心误了学业？苦读却反被冒名顶替上大学？时隔近12年，教育部首次修订《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社会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做出制度规范。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受贿1.14596934亿元

鼓励把学业创业更好结合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休学创业给予了制度保障：新生
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去创新创业，入学后也可以申请
休学开展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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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休学创业的学生，可以单独规定最
长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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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做好这个阶段的事

情，上学就好好学，休学创业后再去上学，可能就没有心思
去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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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高校探索创新
创业折算学分制度，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弹性学制和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为有志于早日
创业的学生免去了后顾之忧。

堵住冒名顶替的“黑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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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专门设
立“入学与注册”一节，增加了新生入学资 格初步审
核及入学后复查的内容、操作方法，从制度上和操作
上减少和杜绝了冒名顶替、弄虚作假获得入学资格的
可能性，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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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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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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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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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袭论文将被开除学籍
论文抄袭与造假、虚假同行评审、花钱买论文发表
……近年来， 全国多地高校屡次被曝光学术不端事件，
饱受社会诟病。
大学生的学术诚信是整个国家诚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大学生要恪守学术
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在加强学术诚信教育的同时，制度
上也采取了建立诚信档案、建立惩戒机制等措施，对于
失信、学术不端的行为，给予处分，甚至开除学籍或撤销

减资公告

公 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册
资本由 3000 万元人民币，减
到 15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
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千万间装饰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本公司决定变更法
人姓名，股权。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请
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 起 45
日之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赵再兵
联系电话：13566347050
特此公告
宁波高新区仕能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学历学位证书。
申素平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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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定，本公司决定变更法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人姓名，股权。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请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 起 45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日之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赵再兵
手续。
联系电话：13566347050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库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银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华拓电器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奚晓明一审被判无期
据新华社天津2月16日电 2017
年2月16日，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奚晓明受贿案，对被告人奚晓明以受
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奚晓
明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奚晓明当庭表示服判，不
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15年，
被告人奚晓明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
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 民事审判第
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
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务
和工作中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
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 公司上市
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认可其亲属收
受以及本人直接收受相关人员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
亿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 被告人奚晓明的行为构成受贿
罪。 鉴于奚晓明为他人谋利的行为
绝大部分基于亲属接受行贿人请
托，贿赂款项亦为亲属收受使用，其
本人系事后知情； 到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并主动交代办案
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
实；认罪悔罪，积 极 退 赃 ， 赃 款 赃 物
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
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
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解散清算公告

注销公告

余姚市陆埠钊阳塑料金属制品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厂（普通合伙）全体合伙人于 2017
年 02 月 16 日决定解散企业， 并于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2017 年 02 月 16 日成立了企业清算
组。 请企业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起 45 日内， 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手续。
权。 联系人：邵云岳 邮编:315400
联系电话：13605545166
特此公告
地址：余姚市陆埠镇南雷村魏家 99 号
余姚市陆埠钊阳塑料金属制品厂（普通合伙）清算组 宁波途景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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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手续。
手续。
续。
续。
手续。
手续。
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中和精工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宁波市江东海悦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绿鑫室内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南京易乾宁金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公司

浙江信标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宁波市北仑昱明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富田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工商注销手续。
手续。
手续。
手续。
手续。
手续。
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江北陨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铂利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奉化市荣峰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东鲸海产品有限公司
宁波甬游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塞勒妮珠宝有限公司
宁波东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