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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要闻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发文

强化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
近日，由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制定
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公布，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
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 超市等食品经营
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
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
《规定》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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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努力完善基础条件， 建强师资队
伍， 积极推动高中教育教学改革，
加强学生选课选考指导，推动普通
高中学校多样化特色化发展，为实
施高考综合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持
续实施农村中职教育攻坚计划，重
点支持 12 个薄弱县市开展攻坚，
切实增强农村中职学校基本办学
能力。 在此基础上，按照普职大体
相当的要求， 引导初中生合理分
流，推动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协调
发展。
四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更
加突出的位置。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推动实施一批省级产教融合
项目，推进职教集团建设和现代学
徒制试点。 积极主动落实高职扩招
任务， 加快构建产业人才培养体
系，支持建设一批对接我省新兴优
势产业链的特色专业群，打造一批
优秀校本教材、 优质精品课程、教
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提升技能
人才培养能力与水平。 建设湖南职
业教育标准体系，开展 1+X 证书改
革试点，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
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缓解
结构性就业矛盾。
五是推进“双一流”建设。 今
年， 我省将安排专项资金 16.34 亿
元，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 出台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
高 人 才 培 养 能 力 的 实 施 意 见》和
《湖南省“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绩
效评价办法》， 推进人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升高校创新水平和服
务能力，以高质量教育支撑高质量
发展。
六是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完
善“一单式”信息服务系统，精准开
展“三帮一”劝学行动，精准资助贫
困家庭学生，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
贫失学辍学。 扩大面向农村和贫困
地区的三项专项计划招生规模，面
向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青壮年
劳动力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推动各高校积极投身全省脱贫攻
坚战主战场，为贫困地区如期脱贫
摘帽提供更大助力。
“随着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既要扩展‘量’的维度，又要拓
展‘质’的深度，让老百姓平等享受
到更有质量的教育。 ”蒋昌忠说。

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
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
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
立家长陪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
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
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
《规定》还提出，学校食堂从业人员
应当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工操
作直接入口食品前应当洗手消毒，进入

工作岗位前应当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不得有在食堂内吸烟
等行为。 此外，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不得
制售冷荤类食品、 生食类食品、 裱花蛋
糕，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
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 省、自
治区、 直辖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
以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中小学、幼儿园
集中用餐不得制售的高风险食品目录。
据教育部网站

一线传真

教育部五措并举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全国两会接近尾声， 义务教育一直
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重点关注的领
域。 未来一段时间，如何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教育部给我
们指明了方向。
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
育。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素质
教育”的新要求，强化德育、体育、美育和
劳动教育应有地位，突出德育实效，提高
智育水平， 强化体育锻炼， 增强美育熏
陶，加强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 切实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 优化教学方式， 注重启发
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重视情境教学。
加强教学管理，健全教学管理规程，规范
教学行为。 完善作业考试辅导，落实减负
要求。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
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大力提高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优化教师资源配置，依法保障
教师权益和待遇，提升校长实施素质教育
能力。
深化关键领域改革，为提高教育质量
创造条件。 加强课程教材建设。 推进义务
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积极稳妥
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建
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
系，制订县域义务教育质量、学校办学质
量和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标准。 充分发挥教
研支撑作用。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学
校生机活力。实施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工程，
调整优化义务教育财政经费支出结构。
加强组织领导， 为新时代提高义务
教育育人质量提供坚强保障。 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落实部门职责。 同时，加快推
进家庭教育立法， 密切家校联系， 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
格局。
新华网

教室不挤了
“前方是粉笔灰的攻击，中间是屁的埋伏，后面是垃圾的突袭。 ”一年前，
湖南省永州市梅湾小学教室平均人数达 78 人，孩子们无奈地写下这首调侃
的小诗。 2018 年，湖南 11726 个“超大班额”被计划消除，梅湾小学学生分流
到映山小学，新教室桌椅减半、过道变宽几倍、光线明亮，学生坐最后一排也
看得清黑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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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重在沉淀，每一份病例，在袁振
仪看来，都是珍贵的教学素材。 她将这些
病例分门别类整理好， 挑选其中有代表
性的，通过微信公众号分享给大家。
只为中医后继有人

“你先带她去医院拍个片子，抽血检
查一下，下午把化验结果带过来，我在学
校等你。 ”采访的过程中，不时有电话打
进来预约义诊。 袁振仪说，这位病人的母
亲咳嗽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让他提前做

据中国政府网

个检查，是为了借助西医的检测结果，为
中医辨证论治提供支撑。
将传统中医与西医结合以提高临床
疗效，更符合“现代中医”的定义，袁振仪
说， 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能读懂西医的
检测结果，在学校，她和来自不同学科、
不同背景的几位老师一同开设了 《基于
疾病的中西诊疗思维综合训练》讲座，老
师集体备课、多学科交融，让中医教学更
具活力。 讲座一开课，教室里经常坐得满
满的，学生们学到了临床经验，老师们也

湖南高职单招
人数增至 9.3 万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雨 晴 ） 为落实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
2019 年高职招生扩招 100 万的重
要指示精神， 湖南省教育厅近日向
全省高职高专院校发布紧急通知，
将进一步扩大今年高职单招规模，
在上年度招生计划总数 40%的基础
上扩增至 50%。 据了解， 今年全省
70 所 高 职 院 校 单 招 人 数 达 93549
人，比去年增加 2.4 万余人，增幅达
34.6%。
为此， 湖南单招相关工作进行
了适当调整。 一是报名时间从 3 月
11 日开始，将延长至 3 月底；二是
单招考试时间安排在 4 月进行，3
月将不安排考试， 已公布考试时间
的高职院校很可能会调整考试时
间。 报名时，考生要特别留意各校考
试时间， 必须选择考试时间不冲突
的两所院校进行填报。

湖南 29 名学生
获高校保送
总数居全国第二
本 报 讯 （ 记 者 杨 雨 晴 ） 近日，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公示
了 2019 年保送生资格名单。 湖南已
有 29 名学生获得了保送生资格，总
人数位居全国第二。 这些学生分别
来自长郡中学、雅礼中学、湖南师大
附中、 长沙市一中和湖南师大二附
中 5 所学校。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19 年普
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
要求》，2019 年省级优秀学生、中学
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
成员、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优秀学
生、公安英烈子女、退役运动员等
5 类人员仍具备高校保送资格。 高
校均可以从上述 5 类人员中招收保
送生， 其中公安英烈子女按有关规
定只能保送至公安类院校。
另外， 根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规
定，2017 年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阶
段一年级的学生，获得“省级优秀学
生”称号的，不再具有保送资格条件。
高校要安排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招
收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 并向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所需非通用
语种专业倾斜。
此次湖南获得保送生资格的学
生均为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
家集训队成员。

在学科融合中收获颇丰。
“袁老师敢想敢做，心态更像一位年
轻人。 ” 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刘富林告诉记
者，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学工作，袁振仪
都是学院年轻老师的标杆。 去年 10 月，袁
振仪不慎将胳膊摔断了，为了不耽误教学，
她去医院打了石膏又回到学校继续上课，
同事们劝她休息养病， 她却笑着说：
“
伤的
是左手，我用右手写板书，不碍事，再说了，
看到学生们求知的眼神， 想到中医后继有
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什么病痛也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