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31日讯 今天，湖南省
教育考试院公示湖南省2016年农
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划）报
名资格审核合格考生名单， 全省共
有6800余名考生符合资格。

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
条件：符合201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
件； 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

人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 本人
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 本人
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
并实际就读。

高校专项计划单报志愿、 单独录
取，在本科一批开始前完成录取，录取
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有关高校所在批次
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记者 黄京

我省公示农村单招资格审核合格考生名单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今日从株
洲获悉， 该市已构建从学前教育到
高中教育“全覆盖、无缝隙”的督学
工作网络。其中，以“实化督学责任
区”为特征的“醴陵模式”已在国内
教育界引发广泛关注。

全市被分为5个督学责任片区

近年来，醴陵以建设合格学校为
主线，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逐
步缩小。2014年， 该市适龄儿童少年
入学率达100%， 小学六年巩固率为
99.96%，初中三年巩固率为99.35%。

“要是不强化教育督导的职能
与作用， 教育行政与教育督导不形
成合力， 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的。”醴陵市教育局局长钟国建说。

2012年，醴陵大胆推进教育督
导体制改革， 在全省率先开展督学
责任区建设，设立了东、南、西、北和
城区5个督学责任片区，平均每个片
区8个人，负责管辖、服务各自责任
区内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师生。

督学责任区的主要工作是“监
督、评估、指导、服务”，要求各学校
重大事项要事前报告督学责任区，

实现源头督导； 设计规定动作，细
化督学职责， 做到督学有事做，做
事有程序；实现“研、训、导”一体
化，让片区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构建三级教育督导网络体系

“校长、 教师就像是工厂的生
产者， 督学好比是产品的质检师，
都是为了培养优秀的学生。” 株洲
市政府督导室主任督学夏立威说，
教育行政与教育督导是教育发展
的“双轮”，两者只有良性互动，教
育事业才能得以健康发展。 鉴于
此， 该市推动了教育督导内容、方
法与手段的创新。

按照部署，该市将重点围绕教
育经费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薄弱
学校改造等内容，开展了对县市区
政府的专项督导。全市完小以上中
小学校成立督导室或设立督导专
干，加快构建市、县、校三级教育督
导网络体系。围绕全市教育工作重
点和教育热点难点，建立“哪里有
教育问题， 哪里就有教育督导”的
专项督导工作机制，逐步完善专项
督导方案评审、过程监督、结论审
议和公示报告制度。■记者 李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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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6 年 6 月 1 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
湖南博雅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该司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2275.24 万元。 债务人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中意路 123 号。 该债权由湖南圣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
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湖南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灿
联系电话：0731-84129650
电子邮件：zhaoc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 186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413818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
新统计显示， 年龄低于10岁
的中国网民超过1800万，未
成年上网人群已经过亿。

5月31日， 腾讯发布了
《儿童安全上网指引报告》，
并联合科普中国推出了《数
字小公民安全成长指南》，结
合中国儿童易遭遇的网络风
险，向儿童、学校和家长提出
了切实有效的建议。

超半数不到5岁就会上网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网民正在呈现“低龄化”趋势。

《报告》显示，90%的中国
儿童（指18岁以下未成年人）
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互联网，其
中城市儿童触网率几近95%。
统计显示，2015年56%的儿
童初次上网的年龄甚至低于
5岁， 一些孩子对平板和电脑
的使用技巧甚至超过家长，是
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原住民”。

对于8岁以下低学龄和学
龄前儿童来说，看视频、玩游
戏、听故事等娱乐是上网的主
要目的；而对于高年级小学生
和初中生，玩游戏和写作业占
据了他们的大部分上网时间。

儿童上网易遭遇八大风险

日前，腾讯发起了“儿童
网络保护大调查 ”， 通过

24501份有效问卷调研在面对
网络侵害时，儿童和成年人是否
具有正确应对的意识和能力。

结果显示，网络诈骗、不良
信息和网络欺凌是未成年人群
体遭遇的三大负面因素。其中，
网络诈骗比例最高， 占受访者
的61%， 有超过23%的问卷者
表示曾遭到网络的暴力欺凌。

《指南》显示，儿童上网时
会产生八大风险， 包含安全风
险认知不足、过度上网、卷入违
法犯罪等。其中，网络诈骗和盗
号易产生财产风险， 在线遭遇
网络欺凌、 骚扰等易造成心理
伤害， 长期关注不良信息易诱
发违法犯罪风险。 值得注意的
是， 网络欺凌对少年儿童具有
更大的危害性， 一些未成年人
甚至因遭遇网络欺凌而自杀。

如何规避风险

《指南》总结了安全上网的七
大常识，提醒儿童不透露个人信
息、不理睬不良信息、不约见陌生
网友、不相信免费“午餐”、不辱骂
欺凌他人、不过度使用网络、不触
犯法律底线，建议家长在日常沟
通时进行教导。

同时， 学校应为学生提供
安全的上网场所和交流环境，
老师也应与家长密切沟通，当
观察到学生有反常行为如逃
课、精神不振等现象时，及时提
醒家长注意。 ■记者 杨田风

中风的“祸首”只有高血
压？错。还有一种一直被忽视
的疾病危害更大， 那就是心
房颤动（简称房颤），这是一
种常见的心律失常， 会让患
者中风率增加近5倍。

“不仅是增加率高近5倍，
房颤导致的中风更凶险，许多
患者不治或者落下终身残
疾”。在6月6日第四个“中国房
颤日”到来之际，中南大学湘
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
张志辉教授向本报呼吁。

高发病率长期被忽视

有数据统计， 中国房颤
的发病率为1%�，目前大约有
1000万的房颤患者。 房颤是

因为心房中瘀滞凝结了血
栓， 如果血栓随血液进入脑
部血管，很容易引起中风。但
因为房颤的症状轻且不明
显， 甚至有些患者没有任何
症状，导致该病长期被忽视。
张志辉教授透露， 房颤中风
有三个特点，及致死率高、致
残率高、复发率高。

张志辉教授表示：“老人
如果有心悸的症状，可以自己
摸脉搏，看是否紊乱。家里有
血压计的，再测试血压，如果
变化很大，就属于房颤了。”

房颤导致的中风可预防

“预防房颤导致的中风，
需要使用抗凝血的药物（简称

抗凝药）防止血栓的形成。”张志
辉教授提示， 高血压患者通常
会使用抗血小板凝结的药物如
阿司匹林来预防， 这种药物对
房颤中风的预防效果不理想。
2013年首个新型口服抗凝药达
比加群酯在国内上市， 为房颤
患者预防中风带来了新选择。

目前， 湘雅三医院心内科
开设了中南地区唯一一个房
颤抗凝门诊。 如果患者经济可
以承担， 专家也建议通过手术
来进行治疗， 目前临床上有经
皮左心耳封堵术、 切除左心耳
等微创和外科手术。

张志辉教授还呼吁， 一旦
发现房颤，哪怕没有不适症状，
也必须终身抗凝治疗。

■记者 李琪

全国10岁以下小网民超1800万
中国互联网中心：未成年上网人群过亿 儿童上网科普指南教你规避风险

5月31日， 蚂蚁金服
发布过去一年的儿童网
络消费账单。 数据显示，
各地父母为了孩子剁起
手来毫不手软， 其中，要
数上海父母最舍得为孩
子花钱，人均单笔网购消
费为136元， 湖南人均单
笔网购消费为98元。

爸妈们在网上为孩
子买得最多的是衣服，占
比41%， 其次是玩具，占
比23％，排名第三的是纸
尿裤、 手推车等儿童用
品，占比22%。

中风祸首只是高血压？
房颤患者中风率要高5倍

株洲已构建“全覆盖、
无缝隙”的督学工作网络

5月28日， 由中国演讲协会、
《教育艺术》杂志社、丹阳市委宣传
部主办的首届“李燕杰杯”全国中小
学生演讲比赛在江苏丹阳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54支参赛队伍，150
余名中小学生，以《少年梦，中国梦》
为主题展开激烈角逐。

著名演讲家、 湖南响语演讲团
团长李梅率领“响语演讲团少儿队”
参加比赛，喜获一等奖、最佳文采奖
等6个奖项。 响语演讲团少儿演讲
员长沙市砂子塘小学五年级学生龚
筠高分荣获一等奖。

■通讯员 纳兰泽芸

响语演讲团龚筠获全国演讲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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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网络消费
四成买了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