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文艺新村社区开展“关爱环卫工 保
洁我出力”活动。辖区30多名中小学生主动帮助一线环卫工人打扫街道、楼栋
和庭院的公共卫生，并送去新春的问候。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王丽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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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医疗器械经营新规 零售企业禁向其他企业销售医疗产品

经营避孕套、血压计等无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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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2日讯 传统观念
中， 妈妈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
人，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祖父母们
成为全面照顾子孙的“现代父
母”。近日，由本报与腾讯大湘网联
合发起的“湖南教育状况调查”结
果显示， 参与调查问卷的6376名
网友中， 隔代教育为主的家庭比
例也超过10%，成为一种新趋势。

根据调查， 母亲作为家庭教
育主要责任人的家庭比例超
50%， 说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生活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同
时， 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为主要
责任人的隔代教育的家庭比例达
10.09%。 从14市州地域来看，隔
代教育比例最高的是湘西自治州

（12.50% ）， 其 次 是 邵 阳 市
（10.48%），而以外公外婆为家庭
教育主要责任人比例最高的是张
家界市（7.14%），其次是湘西自治
州（6.82%）。参与调研的有关专家
认为，在农村，大部分留守儿童均
是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看护的“隔
代教育”。

长沙市岳麓区博才白鹤小学
校长王谢平表示，相比较而言，隔
代养育的孩子自理能力比非隔代
养育的孩子要差很多， 个性也往
往容易走极端，显而易见，隔代养
育不利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培养，
并且让孩子在品性方面也难以健
全的发展。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恋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今天从省知识产权局获
悉，2016年度湖南专利奖
揭晓。51项专利榜上有名。
其中，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拥有的“轻轨车
辆及其铰接式转向架”发
明专利摘得唯一的特等
奖。

此次湖南专利奖共有
111项专利参评。除特等奖
外，另有“一种电机端盖和
一种电机”等8项发明专利
为湖南省专利奖一等奖；
“一种盾构机推进油缸保
护装置” 等12项发明专利
为湖南省专利奖二等奖；
“纯电动巴士”等30项专利
为湖南省专利奖三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获奖
专利中仅有1项实用新型
专利，其余均为发明专利。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祥清
说，这体现了“数量布局，
质量取胜”的新理念。

获得特等奖的“轻轨
车辆及其铰接式转向架”
发明专利， 具有独特的车
辆铰接功能和正线运行的
抗侧滚性能， 创造了我国
铰接式车辆通过站场最小
曲线的记录， 大大提高了
小曲线通过能力和乘客乘
坐的舒适性，使我国B型地
铁车辆转向架技术上升了
一个台阶。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本报1月12日讯 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今天下午通报称，经过相关
机构确诊，我省新增H7N9病例一例，
该病例为益阳沅江市59岁的姚某，有
禽类接触史。目前患者病情危重，医
疗部门正在积极对其进行救治。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患
者姚某密切接触者目前未出现发
热、咳嗽等流感样症状。专家提醒，
市 民 应 继 续 保 持 警 觉 ， 预 防
H7N9/H5N6。 预防措施包括“三
要”“三不要”：要勤洗手；禽肉和蛋
要煮熟后再吃； 如果出现发热、咳
嗽、头痛、全身不适等呼吸道症状，要
及早就医，之前若接触过禽鸟，要主
动告诉医生。不要食用死禽肉；不要
购买来源不明的禽鸟类产品； 尽可
能避免到活禽市场。■记者 刘璋景

■记者 刘璋景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食药监局获悉， 从1月10日
起，《湖南省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
理有关规定》正式施行。避孕套等
18个二类医疗器械经营不再需
要备案。

新规出台
顺应立法和监管需要

随着医疗器械流通领域的发
展， 原有的医疗器械经营立法和
监管已经相对滞后， 造成了我省
备案管理、行政许可不统一、不平
衡，管理不规范，无法可循、无法
可依等问题。

此外， 医疗器械经营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 一是部分企业未经
备案、许可非法从事第二类、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活动； 二是现有
的医疗器械经营准入门槛较低，
部分医疗器械经营场所或库房设
施简陋， 有些企业擅自变更经营
或仓库地址， 严重扰乱医疗器械
市场经营秩序等。

省食药监局表示，《湖南省医
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有关规定》
的实施一方面规范了经营企业依
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保障监管
人员依法行政， 有效规避不作为
和乱作为的行为。

经营18个二类医疗器械
无需备案

根据新规， 今后医疗器械零
售企业可以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体
温计、血压计、医用棉签、医用脱
脂棉、医用脱脂纱布、医用卫生口
罩、家用血糖仪、血糖试纸条、妊

娠诊断试纸、避孕套、避孕帽、轮
椅、医用无菌纱布、电子血压脉搏
仪、梅花针、三棱针、针灸针、排卵
检测试纸等18个第二类医疗器械
产品，不需要办理备案。

但是， 医疗器械经营场所和
库房不得设在居民住宅内、 军事
管理区(不含租赁区)以及其他不
适合经营的场所。 居民住宅规划
用途发生改变，不存在安全隐患、
环境污染、 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秩
序和健康、 生命财产安全， 符合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能够保证医疗器械经营质量安全
的， 可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的《湖南省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条件的规定》据实办
理。

零售企业禁向其他企业
销售医疗产品

新规明确经营助听器的零售
经营企业，至少应当配备1名具有
初级听力测试专业资格的技术人
员； 经营角膜接触镜的零售经营
企业， 质量管理人员应具有眼科
临床医学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相
关专业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技术
人员； 经营家用物理治疗及康复
设备设有体验场所的经营企业，
应当配备1名大专以上或中级以
上职称的医学专业技术人员。

此外， 医疗器械零售企业只
能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其经营的医
疗器械产品， 不得向其他经营企
业或者使用单位批发销售医疗器
械产品。

省食药监局器械处工作人员
介绍， 市民若发现企业违规销售
医疗器械的， 可拨打电话12331
举报。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近日获
悉， 全国师德建设优秀工作案例已
经向社会公布。经过各地各校推荐、
资格审核、专家评选等环节，共遴选
出30个师德建设优秀工作案例。其
中，长沙市芙蓉区推出的《芙蓉教师
宣言》 和中南大学探索建设师德宣
传长效机制得到肯定， 获评为全国
师德建设优秀工作案例。

据了解， 本次遴选的案例均在
师德建设总体工作或某项工作方面
理念先进、举措有力、实绩突出、经
验典型，涵盖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中小学校和高校，覆盖面广，影响力
大，显示出各地各校落实中央要求、
结合实际加强师德建设的积极进展
和良好成效。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恋

湖南超10%家庭推崇隔代教育
专家：或导致孩子自理能力较差

孩子是所有父母的希望。在家庭生活中，家长无一例外地都会对孩
子的将来有所考虑和期望，甚至为孩子的未来作一定的规划。那么湖南
家长更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呢？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公务员和
教师等“铁饭碗职业”最受湖南家长青睐，医生和工程师等技术人才次
之。但“网红”、“艺术家”等职业最不受家长待见。

家长不待见“网红”等职业

本报1月12日讯 患
有重疾的外地孩子来省儿
童医院治病， 可申请免费
住进“麦当劳叔叔之家”，
这里有舒适的卧室， 还有
供家长们做饭、 孩子玩耍
的一套设施。今天下午，中
国大陆首个“麦当劳叔叔
之家”——— 湖南麦当劳叔
叔之家患儿家庭援助中心
一周年庆祝活动在长沙举
行，并启动2017“爱的家常
菜”爱心餐饮系列活动。今
后， 每逢节假日湖南麦当
劳叔叔之家将邀请明星、
爱心企业、社区团体等，为
孩子换个“家常菜”口味，
为奔波就医的入住家庭暖
心加餐。

据了解， 湖南麦当劳
叔叔之家投入运营一年以
来， 共服务异地就医患儿
家庭93户， 提供4012个安
睡的夜晚， 共有50名个人
志愿者和9个团体志愿者
提供了超过1290小时的家
庭志愿服务。 调研结果显
示， 入住麦当劳叔叔之家
能显著减轻父母的精神压
力、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获得更好的医疗效果和生
活质量，患儿、家庭和医院
三方均从项目中受益。目
前， 超过54%的骨科患儿
至少提前转介期3天退房
返回家乡。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张娜

大陆首个“麦当劳叔叔之家”一周年
“爱的家常菜”给重疾孩子换口味

51项专利获湖南专利奖
“轻轨车辆及其铰接式转向架”获特等奖

我省新增
1例H7N9病例

湖南两师德典型经验
入选全国优秀案例

小环卫工倡导
绿色环保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