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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教育部办公
厅、 财政部办公厅近日下发相关通
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好营养改善计
划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工作，并根据
学生基本信息变动情况，及时在系统
中更新，实现对学生人数、补助标准、
实际受益学生人数等情况的动态监
管，确保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学生人数
准确无误。

通知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审计抽查发
现， 一些地区补助资金结存较多；同
时，一些地区由于营养改善计划地方
试点工作启动不及时，学生流动以及
实际在校天数小于补助天数等因素，
也存在一定规模的结转结余，有的地
方在责任落实、食品安全、实名制信
息管理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各地要根
据有关要求，切实做好营养改善计划
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工作。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雪梅

本报5月18日讯 和青年留
学生一样， 公派留学生也面临各
种留学压力，而不同之处在于，他
们往往学术压力更大。据统计，湖
南每年公派留学和访问人员超
900人。

今天，由教育部主办、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承办，湖南省教育厅
和湖南师范大学协办的“2017年
‘平安留学’出国留学行前培训会”
在长沙举行，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今
后将接受统一的行前培训考核。

访问学者学术压力大

公派留学的人员主要为访问
学者、 博士后、 博士及硕士研究
生、本科交流生等。其中，博士以
上的留学人员往往在30岁以上，
访问学者则多为教授、博导。虽然
在旁人看来， 能够被国家公派出
国留学，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
但对于当事人， 这份荣誉的背后
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 我省
高校一位接受行前培训的老师告
诉记者， 公派是国家和单位选派
的，如果回来拿不出成果，会觉得
特别没面子。

培训现场， 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主任医师曹玉萍介绍， 出国
后高强度的学习研究工作， 让很

多留学人员一时难以适应。另外，
沟通障碍、文化冲击、社交封闭、
行动退缩等因素也容易导致一定
的心理问题。她建议，大家可以通
过按照计划开展工作、找人倾诉、
适当消遣娱乐和体育运动等来释
放压力。

自我保护意识需加强

除了心理问题， 公派留学人
员还需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
来， 经公开报道的中国留学生海
外遇难事件已有31起， 近六成受
害者为22岁以下。 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项目主管刘威介绍， 交通
安全、 盗抢事件是比较常见的安
全事故。在他看来，充分的行前心
理、知识、物质准备能有效避免事
故的发生，实现“平安留学”。

培训中， 还邀请了安保专家
传授自我救护的实用知识。 大家
现场模拟演练了在抢劫、枪击、火
灾、爆炸、踩踏事件等场景下的安
全技能。同时，刘威建议，公派留
学人员可以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官网“中国留学网”来获取留
学流程办理、资料准备、注意事项
等相关信息。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雪梅 通讯员 周元

本报5月18日讯 为规范长沙
市直属学校学生出国(境)游学活
动，确保学生出国(境)游学活动安
全有序， 长沙市教育局通过多个
环节， 确定了16家承办机构名单
（2017年5月———2019年5月）并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16家机构分别是：1.�湖南海
外旅游有限公司2.�华天国际旅行
社有限责任公司3.�湖南锦华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4.�长沙明珠
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5.�湖南
麓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6.�湖
南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7.�湖南天马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8.�湖南途易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9.�湖南省万达亲和力

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10.长
沙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11. 湖南五方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12. 湖南景天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13. 湖南中铁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14. 龙旅在线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15. 广州广之旅
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16.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5月17日至5月22
日。对公示对象如有意见，请在公
示期间内以书面来函或当面陈述
的形式向长沙市教育局国际交流
处(503办公室)进行反映。联系电
话84899702，传真84899704。

■记者贺卫玲

本报5月18日讯 记者今日
从我省教育部门获悉，2017年普
通高校招生考生电子档案信息采
集工作已经启动， 所有考生的信
息全部通过网上采集。

据介绍， 此次考生的电子档
案信息包括高考报名信息、 体检
信息、优惠信息、贫困地区定向招
生和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资格信
息、志愿信息、成绩信息、考试诚
信记录信息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信息及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两
部分共9项。

符合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和农
村学生单独招生条件的考生，到
所在报名点领取《湖南省贫困地

区定向招生、 农村学生单独招生
报名资格审核表》，并持“资格审
核表” 和相关证明材料到有关部
门进行审核。 经审核符合报考贫
困地区定向招生、 农村学生单独
招生报名资格的考生须将“资格
审核表”交县市区招生办，由市州
招生办汇总，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统一组织对“资格审核表”进行扫
描并采集资格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 考生的电子
档案是网上录取的基础。 省教育
考试院要求， 考生的各项电子信
息采集必须准确、完整，并且要与
纸介质档案完全一致。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雪梅

本报5月18日讯 今日长沙市教
育局中招办公布了2017年长沙市
（城区） 初升高直升生名单， 一共
2033人。5月18日-5月20日市教育
局中招办将直升生录取名单在长
沙市招生与考试信息专网上公
示， 公示无异议后，5月24日市教育
局中招办发放直升生录取名册。已
被录取的直升生不再参加全市统
一组织的书面考试， 不能参与其他
高中学校的录取。中招办公布了联系
电话：0731-84899709，84899710。

■记者 贺卫玲

去年以来，海外遇难中国留学生近六成为22岁以下，急需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平安留学”，行前培训很重要

长沙公示16家游学承办机构名单

我省高考生电子档案信息采集启动

长沙初升高直升生
名单公示

确保享受
“营养改善计划”
学生人数准确无误

5月18日，居民通过社区580APP进行家庭医生签约。当天，长沙县泉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了“我与家庭医生有个约定”活动。签约家庭医生后，居民可通过580APP免费咨询家庭医生、预约看病
打疫苗以及享受健康管理服务等。 记者 唐俊 段涵敏 摄影报道

足不出户可网约医生

本报5月18日讯 夏季
蛇类活动活跃， 市民不仅在
野外郊区游玩时需注意安
全，在市内也有可能“打草惊
蛇”。今天8点，长沙市黄兴镇
的杜女士在小区地下车库就
不慎被蛇咬伤， 前往湘雅医
院救治。

湘雅医院急诊室医生袁
陈介绍，近期天气炎热，医院
每天都会接诊3起左右被蛇咬
伤的病人。记者从长沙市各大
医院了解到，近段天热蛇出没
频繁，长沙市每天被蛇咬伤前
往救治的都有十多起。

“车库后面有块蔬菜地，
早上准备去看看， 蹲下来时
一不小心被蛇咬到了手指。”
杜女士指着乌黑的手指告诉
记者， 现在手腕附近也很胀
痛。无独有偶，前几天在岳麓
区岳麓大道宜居莱茵城车库
内， 业主停车时突然发现地
下趴着一条1米多的长蛇，吓
得她赶紧又爬到车里，打了物
业电话求助。 物业保安赶来
后，几人合力，才将这条3斤多

重的蛇堵在墙角抓住。
万一被蛇咬伤怎么办？

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
家提醒，如不慎被蛇咬伤，切
忌惊慌奔跑， 以免加速毒素
吸收。应尽量放低咬伤部位，
用手帕、 布带或绳索在伤口
近心端3-5厘米处捆绑，注
意不可勒得过紧， 以免影响
肢体的血液供应。 每隔20分
钟松绑2-3分钟， 以免肢体
缺血坏死， 并用大量清水冲
洗伤口。 若伤口留有蛇牙碎
片，必须迅速除去，随后用已
消毒的刀片或其他锐物在伤
口处划开“十” 字形切口排
毒， 同时用塑料瓶对准伤口
反复抽吸， 如找不到塑料瓶
也可用手反复挤压伤口周
边，尽快排出毒液。注意不要
模仿电视情节用口吸吮毒
液， 以免毒液通过口腔黏膜
破损处进入人体引起中毒。
经紧急处理后， 迅速将伤员
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并注射
相应抗蛇毒血清。
■记者张洋银实习生李明欢

天热蛇出没！每天十余市民被咬
提醒：被蛇咬伤别用口吸毒

入夏后蚊虫渐多， 又快
到出游的旺季， 尤其是出国
“嗨”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蚊虫
叮咬后出现的“大红包”———
登革热病。 登革热患者一般
在蚊子叮咬5-8天后出现症
状，突发高热，头痛、眼睛痛、
皮疹或少量出血， 严重者会
出现休克衰竭甚至死亡。

登革热病主要通过伊蚊
（俗称“花蚊子”）传播，是一
种可自愈的疾病， 通常预后

良好， 但少数患者可发展为
重症登革热。 省疾控专家提
醒，前往这些高发地区旅游、
务工的人员应穿着长袖衣服
及长裤，使用蚊虫驱避剂，避
免在户外阴暗处逗留， 并做
好防蚊和灭蚊措施。

如今还没有针对登革热
的特效抗病毒治疗药物，也
没有有效疫苗可以预防，主要
采取支持及对症治疗措施。
■记者张洋银通讯员孙倩莱

出门游玩小心登革热上身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