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快讯

本报1月26日讯 放寒假
了， 为了能让孩子们度过一个
有意义的假期， 今天下午，“名
家赠春联，福娃送到家”活动在
长沙市雨花区德馨园社区启
动。从即日起，该社区还专门开
辟了一个“写吧”供辖区内孩子

们免费使用。 社区主任彭艳红
介绍，在“写吧”里，大家可以临
摹字帖、挥毫泼墨、诵读经典，
此外， 社区还将邀请湖南省硬
笔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名家教孩
子们练字。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朱美琪

寒假在“写吧”玩转汉字

本报1月26日讯 今日上午，
长沙市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市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听取审议通
过了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了第九届理事会， 长沙市
政府副市长何寄华同志当选第九
届理事会会长。 随后还举行了长
沙市2016年“崇德向善迎新春 红
红火火过大年”———红十字博爱
送万家活动的启动仪式。 此次活
动， 长沙市红十字会筹集了价值
460多万元的爱心款物，将及时发
放到长沙9区县（市），受助对象名
单将在长沙市红十字会网站等媒
体公示。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蒋莹映 通讯员 杨晶

长沙市红十字会
换届选举

餐饮服务、食品流通“两证合一” 网络外卖必须办证

我省网上能办食品经营许可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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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下午，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登仁桥社区，楹联专家钟胜天老人教孩子们怎样
对春联、贴对联。当天，该社区举行“迎新春、对春联“活动，邀请社区居民代表及孩子们和楹联
专家欢聚一堂，共同学习春联知识，体验新春民俗。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杨敏 摄影报道

喜欢温暖的橙色， 也有一
颗橙色般温暖的心。 在接受过
刘俊余帮助的孩子们心中，他
就如同一个“太阳公公”，浑身
散发着温暖的光芒。2015年10
月至今，这位“太阳公公”带着
他开创的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
心员工们， 三次前往湘西古丈
县， 为当地的留守儿童与孤儿
送上爱心的温暖。

孩子们更需要心理帮助

2015年10月，刘俊余和员
工一起前往古丈县实地考察，
得知当时物资匮乏， 交易中心
采购了20台电脑赠予古丈县社
会福利院，共计价值10余万元。
在这次捐赠的过程中，他发现，
相比于物质的匮乏， 孩子们的

心理问题更需要帮助。 刘俊余
怀揣着对当地儿童心理状况的
担忧， 结束了第一次援助古丈
县的公益活动。

回到长沙后， 刘俊余开始
寻找有关心理辅导的公益机构
开展合作， 最终选定了在业界
有口皆碑的湖南李丽心灵教育
中心。 第二次的公益活动内容
除了物资捐赠之外， 还由李丽
心灵教育中心给当地的孩子们
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课程。

“拥抱众筹”抛砖引玉

“企业的能力终究有限，我
们希望社会都能够对爱心事业
投以关注， 让所有留守孩子都
被全世界关爱。”刘俊余在结束
第二次古丈之行后， 又开始构

思第三次的活动内容。 在与李丽
心灵教育中心合作精心设计后，
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推出了
“拥抱众筹”大型公益活动。每一
位参与拥抱拍摄的社会热心人
士， 都写了一张充满关怀的明信
片， 与第二次捐助活动时统计的
儿童一一对接。“共149张祝福卡，
小孩子们收到明信片和照片后非
常激动。”

刘俊余坦言， 现在很多公益
人士给予的是物质帮助， 精神上
的帮扶救助还相对缺乏。“我们会
持续关注古丈县留守孩子的心理
问题， 并将每年的公益事项写入
年度计划。”刘俊余坦言，希望自己
抛砖引玉的行为， 能够带起全社
会关注爱心公益的风尚， 让滴水
之情汇成汪洋大海。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李芬芳 潘海燕

本报1月26日讯 湖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
许可证外网申请系统正式开
放。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今后餐饮
服务、食品流通“两证合一”受
理，统一为《食品经营许可证》。
湖南各地食药局服务系统也将
同时上线，接受申请新证。

“两证合一”网上申报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介绍，统一启用《食品经营许
可证》以后，原《食品流通许可
证》和《餐饮服务许可证》不再
办理，实现了“两证合一”。原酒
类批发许可证、 酒类零售备案
和保健食品经营备案同样纳入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办理范围
内，不再单独申请办证和备案，
为食品混合经营者提供方便。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必
须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
体资格， 具体许可条件和申请
材料详见《湖南省食品经营许
可证审查实施细则（试行）》及
《湖南省食品经营许可工作规
范（试行）》。而在2016年1月1
日前已经提交食品流通、 餐饮
服务许可申请， 但未通过现场
核查的食品经营者， 仍将按照
《湖南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实
施细则（试行）》的许可条件来
执行。 原则上对于食品经营者

新办、变更、延续以及自愿换证
的经营户发放新版《食品经营
许可证》，而已经通过保健食品
经营备案的经营者， 应当在
2016年6月30日前换发《食品
经营许可证》。

网络外卖必须办证

新政实施后， 不少人关心
网上外卖食品是否要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

来自长沙的何白海说，自
己和妻子在家里制作盒饭，通
过外卖网站、朋友圈销售。几个
月前， 相关网站要求他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 但是此前的政
策又规定在自己的住宅房里制
售不能申请。

对此，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表示， 办《食品经营许可
证》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而办营业执照则对经营场所有
要求，住宅要改为商用房，经居
委会或业主委员会同意即可。
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食品经
营许可证》 对网络食品销售做
出的规定： 食品经营者通过互
联网从事食品经营的， 可以没
有实体门店， 但必须要有食品
经营场所及贮存场所， 并且需
要在其网站首页醒目位置公示
《食品经营许可证》。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杨李芬芳 潘海燕

26日，以“冬奥最南方，
野外滑真雪” 为主题的第三
届野外滑雪节在浏阳大围山
国家森林公园英华锋滑雪运
动场隆重开滑， 标志着今冬
野外滑雪的高峰正式来临。
这届滑雪节将从1月26日持
续到2月23日，活动期间将给
广大滑雪爱好者奉献更多优
惠和精彩表演。

据大围山野外滑雪场相
关负责人介绍， 在整个滑雪
节期间， 浏阳大围山将举办
大围山“冬奥滑雪宝贝”选拔
活动，在雪道设立“冬奥滑雪
宝贝”专区，接受15岁以下少
儿报名参加。 参与的少儿将

由专业教练指导进行滑雪练
习、雪圈体验、单板体验、雪
地自行车等滑雪活动。 最终
选定3至5名“冬奥滑雪宝
贝” 作为大围山野外滑雪代
言人，颁发聘书和纪念杯，三
年内和父母均可免费滑雪和
露营。 另外， 还将举行野外
滑雪冬令营活动， 招募年龄
7岁至25周岁以内的青少
年，开展雪地寻宝、雪地欢乐
体验等活动。在今年2月5日
前， 您到大围山滑雪场还能
观看到湖南省团队滑雪训练
赛，将有高山速滑、过七门、
单板、 夺标赛、 接力赛等项
目。 ■张文杰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可
以通过“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食品经营许可管理系统”提
交申请材料，按照“注册-登录-

填报-上报/打印-送交”的流程
进行申报，并认真核对，确保没
有差错。 成功后打印纸质资料，
签字后交许可受理部门。

链接 网上申请流程

教孩子
识春联

“太阳公公”给留守孩子送温暖

浏阳大围山野外滑雪节开幕

本报1月26日讯 今天，省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相
关通知，要求各市州在寒假期间
加强对中小学规范办学行为的
监督与指导。具体来讲，任何学
校和教师均不得在假期中组织
上课、补课或变相上课、补课；严
禁学校在寒假期间出租、出借场
地给社会培训机构举办复习班、
辅导班；严禁在职教师参加由社
会培训机构或家长组织的对本
校学生的补课；严禁在职教师到
社会培训机构兼职、 兼课或介

绍、 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办学机
构的各类培训及补习活动。

另外， 各地责任督学要加
强与家长和社区的沟通联系，
及时受理、 核实相关举报和投
诉，指出问题并督促学校整改。
对违规违纪行为要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并对典型案件予以
曝光。对监管不力、问题频发、
社会反响强烈的学校和地方，
要严格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
任。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朱美琪

全省将开展中小学规范办学行为专项督导
寒假“禁补”再发“军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