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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城市大学
成全国会计考试报考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爱雅 记者 卓扬） 日前，经中
国商业会计学会会计职业能力测评委员会认定，温
州城市大学（温州电大）成为全国会计职业能力证书
考试项目理事单位和全国会计职业能力证书考试报
考中心。

全国会计职业能力证书考试，也称会计职业技能
证书考试，分出纳员、会计员、主办会计等岗位。该考
试对考生参加初级会计师考试是一个基础性知识模块
的衔接与补充，突出岗位业务实操能力及“大智移云”
财税能力。

近年来，温州城市大学（温州电大）全日制教育各
专业积极探索“1+X”证书项目，注重培养适合社会及
企事业单位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今年 6月，学校
会计专业学生将首次参加该证书项目的考试。

本报讯 （记者 卓扬 通讯员 李文
凤） 成立 10年的动物医院迎来了专业宠
物研究中心的强力支援。近日，“温州市
宠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揭牌，这也是继“温州市畜禽安全生
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后落户动物科学学
院的又一个平台，标志着该校动物医学领
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据了解，“温州市宠物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由温科职院牵头，整合利用温州市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农林大学、
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温州佩蒂动
物营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各方优势资
源，是深度产教融合的成果。中心负责人
李培德博士介绍，平台将联合学院现有的

“温州市畜禽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对接温州地区畜禽、宠物产业发
展。平台的建立将有利于学校与政府、行
业、企业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以及学院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从而在科学研究与

服务领域结出新成果，在动物医学领域树
立新品牌。“我们将努力把平台打造成为
温州乃至全省、全国的动物医学新名片，
有效推进温州地区产教融合发展，为浙江
乃至整个长三角区域宠物产业转型升级服
务。”

近年来，温科职院在动物医学领域不
断进行跨越式发展。目前，学校动物科
学学院下设动物科学研究所、宠物科学
研究所，拥有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宠
物养护与驯导、动物医学检验技术 4个
专业，拥有温州市唯一一家公办动物医
院——温州科技职业学院附属第一动物
医院，并形成了 “一医院、一牧场、两
中心、两研究所、四专业” 的新格局。
动物医院采用“校中院+院中校”模式进
行运作，是作为浙江省“十三五”优势
专业建设项目动物医学专业学生的创新
创业实战基地。成立 10年来，动物医院
已为社会培养宠物医学专业人才 1700余

人，学生自主创业率达
10%以上，服务宠牧企业
300 家以上，开展检测 2
万多只次，是浙南、闽北
宠物疑难杂症首选转诊医
院。

在今年的疫情防控
中，作为守护动物健康
的“白衣天使”，动物医
院也主动扛起疫情防控的
使命，积极安排复工复
产，保障畜禽产业恢复产
能、宠物产业健康发展。
通过“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医院依
托“温州市宠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
展弓形虫病、布病等人畜共患病的流行
病学调查，保障人和宠物安全健康。与
此同时，学院的另一平台“温州市畜禽
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织了
由温州市重大人才工程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温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温州市优
秀特派员等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深
入全市 30余家畜禽场，调研疫情对畜禽
产业的影响，并指导畜禽企业做好防
疫，开展“非洲猪瘟防控”“畜禽疫病
综合防治技术”“畜禽健康安全生产技
术”研究。

温州市宠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落户温科职院

动物医院有了研究平台

“为爱出发，温暖有‘嘉’”有奖征文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金叶） 近日，由永嘉县妇联牵头组

织的“为爱出发 温暖有嘉——首届家庭教育主题宣传
周暨家庭研学游活动”启动仪式在永嘉书院启幕。发布
五条家庭旅游精品线、在旖旎山水间体验亲子心理游
戏、聆听名师讲座……这场别样的家庭研学游活动好评
如潮。

“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永嘉，历史悠
久，山川秀丽，人文鼎盛。孕育出永嘉学派、永嘉昆
曲、“永嘉四灵”等系列文化名片，留下了谢灵运、李
白、苏轼、孟浩然、李清照等文人墨客的足迹和11200
多首诗词。永嘉之美更美在“耕读传家”的动人家风浸
润。被称为“溪山邹鲁”的溪口村，戴氏在宋朝时曾现

“一门六进士”的荣耀；有 800多年历史的岩头镇苍坡
古村将“耕读传家久”这一古训传承至今……发展家庭
旅游，永嘉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人文优势，是最好的
家庭旅游目的地之一。

为更好地树立永嘉家庭旅游品牌，也为进一步传播
“以人为本、亲子互哺”的科学家教理念，倡导“爱国
爱家、相亲相爱、向好向善”的家庭新风，永嘉县妇联
联合本报，即日起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发起征文，凡与永
嘉山水、家庭教育、家风家训等内容相关的作文均可参
评，优秀作文有机会刊登在温州日报作文版上。另外增
设一、二、三等奖，奖品丰厚，请小朋友们千万别错
过。

一、征文主题三选一。字数不限、体
裁不限。

1、行走永嘉
悠悠三百里楠溪江，水秀、岩奇、村

古、滩林美，宛如一幅立体的山水画卷。
永嘉被誉为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绝美
的山水也孕育出“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
长”的耕读文化。行走在永嘉，将山水与
文化融合，用笔触记录一次难忘的旅行。

2、家风家训故事
勤 俭 持 家 、尊 老 爱 幼 、明 事 知

礼、公筷公勺进家庭……好的家风家教
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根基，更是推动社会
文明进步的正能量。家风的传承，承载
着一个家族的思想延续，也是一个家庭
对子女的文明教育。和大家一起分享你
们的家风家训故事，共同交流家庭教育
的经验吧。

3、给父母的话
平日里，父母在外奔忙，与孩子面对

面交心的机会并不多，久而久之，一些心
里话越来越难说出口。这些说不出口的
话，可以用纸笔写下。如果给你们一次
机会，想对自己的父母说些什么悄悄话？

二、投稿方式
关注微信公众号“温州新教育”，点

击下方菜单栏“永嘉征文”进行投稿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6月底
四、奖项设置
A.一等奖 3 名：赠送由浙江红蜻蜓

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价值 958 元
2020 春季新款 20 寸简约时尚版拉杆箱
（颜色随机）。

B.二等奖5名：价值200元的新华书
店书券一张

C.三等奖10名：价值100元的新华
书店书券一张

（注：获奖名单将在“温州新教育”微
信公众号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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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综合素质测试安排在高考后10天内进行

4所在温高校启动“三位一体”报名
本报记者 卓扬

今年，我省共有47所地方属高校参加“三位一体”招生，包括在温的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温州商学院
等4所大学。目前，各高校招生报名工作正在进行，综合素质测试安排在高考后10天内进行。

所谓“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是指
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
价成绩和高中学业考试成绩按比例合成的
综合成绩，择优录取考生。“三位一体”
招生的报名和高校测试是开放的，由学生
自主报名，可以兼报多所高校。

因疫情影响，今年高校综合素质测试
除浙江警察学院在6月份进行外，其他地
方属高校均安排在高考后10天内进行。

温医大今年“三位一体”计划招生
200人，分为医学临床类、医药技术类、
医学相关类三大类别，每个考生限报一个
测试类别。与去年相比，减少了医学临床
类口腔医学专业。“三位一体”网上报名

时间至 6月 2日，综合素质测试时间为 7
月12日至7月14日(以具体通知为准)。

温医大综合素质测试分为笔试和面
试。根据笔试成绩，按招生计划数13的
比例确定进入面试考核环节的考生名单。
但需要注意的是，笔试成绩只作为筛选
用，不计入综合测试成绩内。如通过资格
审核的考生人数未到该类别招生计划数的
3倍，则不安排笔试，所有考生直接进入
面试，面试按不同类别分组进行。面试
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专业素养和
专业潜质，满分为 100分。各环节面试
成绩折算成面试总成绩，计入到综合测
试成绩。

多校新增“三位一体”招生专业

温州大学今年总计划招生数为 340
名，其中师范类177名，非师范类163名。与
去年相比，非师范类招生数大大增加，同时
新增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信息
与计算科学、生物技术等专业。

温大综合测试以面试方式为主，按师
范类、非师范类两种报考类别分组进行。综
合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
潜质，成绩满分为 100分。测试结束后，按
师范类、非师范类两种报考类别招生计划
不超过 14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入
围考生名单。温大网上报名时间至 6月 3
日，综合素质测试时间为 7月 16日（以具

体通知为准）。
今年，温州商学院“三位一体”综合评

价招生计划 300名，共 14个本科专业，新
增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审计学专业。综合
测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笔试（机考形
式）和面试成绩各占 50%。测试按金融学
类、新闻传播学类、工商管理类、外国语
言文学类等类别，以及计算机科学与设
计专业展开，考察学生基本素质与综合
能力、专业发展潜质。温州商学院网上报
名时间至 6月 15日，综合素质测试时间为
7 月 11 日至 7 月 12 日 （以具体通知为
准）。

今年，温州肯恩大学面向浙江省开
展“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计划招
收 100名学生。同时，新增传播学专业
到“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中，累计招生
专业12个。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商务专
业要求学生大三下学期及夏季学期前往
美国肯恩大学交换。

与去年的“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要求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技
术’外，其余10个专业均不限定选考科
目”相比，今年温肯在专业的选考科目
要求上有所增加，管理科学（国际供应
链和信息管理方向）、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据分析方向）、生物科学（细胞与分
子方向）等 5个专业均对选考科目有所
要求。

温肯采取英语授课，因此对于学生
的英语水平有较高的要求。综合测试的
语言为英语，综合测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其中笔试成绩占 40%，面试成绩占
60%。三位一体录取的学生入校后第一
学期内，可自由选择专业，与高考统招
录取学生享受同等转专业政策。温肯

“三位一体”网上报名时间至 6月 5日，
综合素质测试时间为 7月 15日至 7月 16
日（以具体通知为准）。

疫情影响综合素质测试时间

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有所增加

本报讯 （通讯员 麻钦杰
陈忠德 记者 林慎） “很感

谢政府对民办幼儿园的帮扶，
目前，我们 10万元的等级创
建奖补资金已经到位，上塘供
销社还为幼儿园减免了二个月
的房租金。”上塘童真幼儿园
园长盛静说。据悉，上塘童真
幼儿园是永嘉县第一批被认定
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去年刚
刚被评为省四星级幼儿园。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维持开
园前的日常运作，该园不得举
债，永嘉县“真金白银”的帮
扶政策让该园转忧为安。前
天，该园已经如期开学。

据悉，新冠肺炎疫情给永
嘉县民办幼儿园带来了冲击不
少，特别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生存面临很大挑战。为此，永
嘉县通过资金补助、租金减
免、税费减免等多项措施帮扶
民办幼儿园渡过“寒冬”。日
前，永嘉县455万元升等创优
奖补资金已按规定发放到民办
幼儿园账户，其中等级创建奖
补资金185万元，星级奖补资
金270万元。本应在今年年底
到位的 2019学年幼儿园第一
学期普惠性奖补资金也将提前
预拨到账。

据了解，在这次帮扶中，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享受的“红
利”最为丰厚。目前，永嘉县
拥有民办幼儿园133所，其中
普惠性幼儿园119所。所谓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通过教
育部门认定、面向大众、质量
合格、接受财政经费补助或政府其他方式的扶持、收
费执行政府限价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这次帮
扶，对符合奖补条件又无法正常开学的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经园方申报、教育部门审核后，永嘉县财
政局、教育局将给予提前预拨 2019学年第一学期普
惠性奖补资金。此外，民办幼儿园还可享受房租减
免补贴政策。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性房产办学的
民办幼儿园，给予免收疫情期间的租金。对租用其他
经营用房的民办幼儿园，政府鼓励业主（房东）减免
租金。

同时，永嘉县政府通过与人力社保、税务等相关
部门的协调，永嘉县所有民办幼儿园（幼儿园）可以
享受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减免等政策，根据幼儿园性质
分别兑现免征或减半征收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
的单位缴费、减半征收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缴费等；
受疫情影响出现严重困难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永嘉县教育局还将民办
幼儿园（幼儿园）纳入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加强
通盘考虑，统筹做好防疫物资的调配、供应工作，尤
其是畅通平价的防疫物资采购申购渠道。

据介绍，为进一步帮助民办幼儿园渡过难关，前
阶段，永嘉县教育局组织专班，对全县147所民办幼
儿园进行实地帮扶，指导疫情防控与落实开学返校期
间的物资供应、职工薪酬、队伍稳定、幼儿资助、房
租减免、补助资金申请等工作。同时，县教育局通过

“一帮二”驻校指导员，对存在困难的民办幼儿园，
采取一校一策给予深层次的帮扶，以确保民办幼儿园
的平稳过度。

温州市“关爱乡村儿童”
健康教育公益行走进苍南

本报讯（记者 卓扬）今天，温州市“关爱乡村儿
童”健康教育公益行活动暨“食尚我践行，健康向未来”
主题科普进校园启动仪式在苍南举行。公益行的主要
内容有“食尚我践行，健康向未来”科普进校园启动仪
式、营养健康科普讲座、健康辅导课、乡村“小而优”学
校课程方案指导等。

振兴乡村，教育先行；乡村教育，健康先行。2019
年，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温州市学生营养与健康教
育委员会共同启动“关爱乡村儿童”健康教育公益项
目，推进乡村“小而优”学校特色项目建设，提升乡村儿
童健康素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让孩子们吃得更
营养更健康，2014年，我市组建温州市学生营养与健
康教育委员会，启动温州市学生营养与健康教育行
动。2015年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加强学生营养与健康
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18年出台《温州市中小学身
心健康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同时，通
过确立四批，共 82所学生营养与健康教育试点学校，
组建三个学段的学生营养健康素养研究联盟，建立和
完善学生膳食营养监测和干预机制，研发学生营养与
健康课程资源，培养学生营养与健康教育师资等举措，
全力培育学生营养与健康教育的“温州样本”。目前，
我市已构建出“大健康、大教育、大公益”理念下的学生
营养与健康教育体系，接下来要继续进行系统的目标
内容设计、创新迭代的路径方法探索、跨界共享的组织
团队建设，实施学生营养健康素养提升三个三年行动
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