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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你家孩子能上
“
五星级”幼儿园啦
我省将试点试评星级民办园，评星指标包括：办园条件、行为、质量等，不以收费定
“
星级”
本报1月12日讯 今后，湖
南孩子可以就读“五星级”民办
幼儿园了！今天上午，湖南省民
办教育协会五届二次理事会议
在长沙举行。会议透露，我省今
年将开展民办幼儿园星级创建
活动， 努力创建一批优质幼儿
园， 并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
辐射作用， 以此提升全省学前
教育整体水平。
根据工作安排， 此次会议
将出台 《湖南省民办幼儿园星
级评定标准实施细则》，在全省
部分市州试点试评星级民办幼
儿园， 再在全省逐步推广开展
创建活动。

创
建

分设三个星级
实行动态管理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
省共有幼儿园14365所，其中公
办园2330所，民办园12035所，
占84%； 在园儿童225万人，其
中公办园59万人，民办园166万
人，占74%。据悉，为了引领全
省民办幼儿园规范化管理、科
学化发展， 省教育厅自2012年
起， 启动省级骨干民办幼儿园
建设，六年间已建成150所省级
骨干幼儿园。
按照相关方案， 省民办教
育协会将牵头制定湖南省民办
幼儿园星级评定标准细则。评
星指标将包括：办园条件、办园
行为、办园质量等。
将采用计分制由低到高分
设三、四 、五3个 星 级。星 级越
高， 表示幼儿园的优质等级越
高。值得一提的是，创建活动将
实行动态管理， 破除评星结果
终身制。 民办幼儿园成立三年
后可申请评定星级， 经相应星
级评定机构评定后， 星级标识
使用有效期为三年。 三年期满
后应进行重新评定。 如评定星
级后， 在办园行为和办园质量

中出现重大问题， 发生重大安全
责任事故， 所属星级将被立即取
消，相应星级标识不能继续使用。
凡在评星当年及上一年度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的一票否决； 幼儿园
举办者、 园长在当年或上一年度
因违法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或受到刑事处理的一票否决。
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成立星
级幼儿园评审委员会， 委托各市
州民办教育协会设立星级幼儿园
评审小组。 省民办教育协会负责
对四星及五星幼儿园进行评审；
各市州星级幼儿园评审小组负责
对合格幼儿园及三星幼儿园进行
评审，报省民办教育协会认定。同
时， 建立健全民办幼儿园星级评
定监督体系， 省民办教育协会将
不定期开展星级评定日常监督和
抽查工作。

声
音

民办幼儿园
不能以收费定“
星级”

记者获悉， 这是我省首次开
展“星级” 民办幼儿园的创建工
作， 既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年检标
准和督导评估体系相衔接， 又有
别于官方督导评估工作， 着力体
现行业协会评星特点， 体现其在
社会的认同度与公信力。对此，湖
南省万婴教育集团董事长黄平认
为， 在全省民办幼儿园广泛开展
星级评定活动能发挥优质幼儿园
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 让全省
幼儿园学有样板和目标， 更好地
引导、 引领民办学校实现优质发
展，提升学前教育整体水平。
不过， 民办幼儿园的星级越
高，是否会意味着收费就越贵？黄
平表示， 从目前公布的评星标准
来看， 幼儿园收费与星级并不呈
对等关系。“办园条件可能会影响
收费标准， 但其只是一个评估指
标， 更重要的是办园行为和办园
质量。”
■记者 黄京
见习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张娜

连花清瘟荣登
2017年度中国非处方药感冒咳嗽类榜单
近日，由中国非处方药物协
会统计的
“
2017年度中国非处方
药产品综合统计排名”榜单公布，
治感冒抗流感的连花清瘟胶囊
上市十余年来，覆盖全国12万家
医院、药店，已成为家庭常备药
品，每年八千万人次服用，荣获该
榜单感冒咳嗽类第二名。
连花清瘟胶囊中含有发散
外邪的麻黄、薄荷，内清火毒的
银花、连翘、板蓝根、贯众，尤其
是生石膏、大黄，清肺泄热，让
体内积蓄的火毒从大便排出，
可以治疗发热、咳嗽、流鼻涕、
嗓子疼等感冒、流感症状。连花
清瘟配伍的西藏高原耐高寒、
耐缺氧植物红景天可增强机体
免疫力，既能防止感冒、流感传
染，还能使感冒愈后防复发。
连花清瘟抗流感病毒正是
通过以上的治疗特点实现的，它
不像西药抗病毒药物对抗一种
或几种病毒， 而是通过清瘟解

毒、宣泄肺热，发挥广谱抗病毒作
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州医学院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多家
科研机构通过药理学研究证明了
这一点： 连花清瘟对甲型流感病
毒 （H1N1、H3N2）、 乙型流感病
毒、 禽流感病毒（H5N1、H9N2）、
腺病毒、 疱疹病毒等均有较强抑
制杀灭作用。同时，连花清瘟还具
有抗菌、退热、镇痛、抗炎、止咳、化
痰、增强免疫力等作用，防治流感
可能引发的肺炎、支气管炎等。
2011年，连花清瘟曾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2016年开始在
美国开展二期临床实验， 成为全
球首个进入美国FDA临床研究的
抗流感中药。十多年来，连花清瘟
先后14次被列入 国家 级 治疗 流
感、禽流感诊疗方案。此次中国非
处方药评选感冒咳嗽类药物连花
清瘟入选， 再次表明连花清瘟对
今年 冬季 高发 的 流感 的 防 治 价
值。
■刘占军 经济信息

孔雀
“
飞”进崀山
1月12日， 新宁县崀山
镇石田村3组孔雀园， 游客
观赏圈养的蓝孔雀。 该村青
年郑 亮2016年 引 进 100 只
种雀， 创办生态养殖园。目
前， 已繁殖发展蓝孔雀600
多只。近年，崀山镇结合崀山
旅游， 引导农民发展特色养
殖。如今，既可供游客观赏又
可食用的梅花鹿、 驼鸟、孔
雀、野鸡等特种养殖，成了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郑国华 兰建芳 摄影报道

寒假姗姗来迟，多出来的两个星期干点啥

长沙中小学淡定应对“超长学期”
本报1月12日讯 今年春节
来得很晚， 长沙市中小学生也
迎来“超长学期”。长沙市教育
局制定的校历显示， 这个秋季
学期从2017年9月4日开学，至
今年2月2日结束共22周， 寒假
要比以往晚半个多月。偶遇“超
长学期”，给教学会不会带来不
便？昨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
多所学校， 发现各校“未雨绸
缪”，通过增加课外活动、组织
学生复习、 让学生提前学习新
学期教材等方式“淡定”应对。

【小学】
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

的时间。” 贾晓旭介绍，“按照
教学计划，在后期的课程安排
上多以复习为主，给学生布置
适量的拓展练习或进一步梳
理知识点。”
值得一提的是，为应对“超
长学期”，该校还开展了许多课
外活动。“这学期学校开展校园
活动的时间多了1周。” 贾晓旭
告诉记者， 本学期伊始便开展
了校园科技节活动； 去年12月
中旬先后举办了创客节、 运动
会等活动。“活动丰富多彩，老
师和学生们都很高兴， 也不觉
得这学期特别漫长！”

【中学】

“根据校历， 本学期长达
22周，比普通学期的20周多出
两个星期。” 长沙市雨花区井
圭路小学创客老师贾晓旭告
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学校每
学 期的 新 课 在 第 18 周 就 基 本
上完了，而这个学期新课结束
后距离放寒假仍有近一个月

复习不嫌时间多
下期内容提前学
临近期末， 长沙市长郡滨
江中学的学生和老师们都投入
到紧张繁忙的复习当中。“按照
校历， 本学期第22周的周末进
行期末考试，‘超长’ 学期对教

粉丝超400万，日均阅读量达到15万人次

本报荣获
2017“湖南十佳V影响力媒体”
本 报 1 月 12 日 讯 今
天，由新浪网、微博联合
主 办 的 2017 湖 南 政 务 V
影响力峰会在长沙举行 ,
会上揭晓了“湖南政务 微
博城市影响力奖”、“湖南
十佳V影响力媒体”等奖
项， 自2016年8月成立新
媒体中心、向融媒体转 型
的三湘都市报获得了“湖
南十佳V影响力媒体”的
殊荣。
作为湖南省第六届网
络文化节重要活动之一 ，
2017湖南政务V影响力峰
会集中推介2017年以来湖
南政务微博取得的成绩 ，
并对湖南优秀政务微博机
构进行表彰。 湖南作为全

国互联网发达地区之一，近
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省委
宣传部、 省委网信办高度重
视并大力推动政务新媒体建
设， 推动全省各级各部门开
通政务微博账号4000多个，
一条依托政务新媒体倾听民
意、 服务民生的路径正在全
省逐渐成形。
数据显示，斩获“湖南十
佳V影响力媒体”荣誉的三湘
都市报官方微博，2017年全
年共发稿10950条，其中原创
新闻千余条， 直播和发布的
原创视频数量达到数百条。
目前， 三湘都市报官方微博
的粉丝已经超过400万，日均
阅读量达到15万人次。
■记者 潘显璇

学的影响不大。多出来的时间，老
师们会进行各种专题复习， 巩固
加深这学期的知识。 复习不嫌时
间多，只怕时间少！”该校教科室
主任罗周清介绍， 考虑到下学期
的学习时间会有所缩短， 学校还
要求老师合理安排整个学年的教
学计划， 结合不同班级学生的学
习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高中课业压力更大，且面临
高考， 提前制定教学计划应对超
长、超短学期非常有必要。”湖南
师大附中高二英语老师蒋立耘告
诉记者，该校在2017年秋季开学
前就预先制定了本学期要完成的
教学计划和任务， 因此在第一学
期末， 老师们在完成这学期教学
任务的基础上， 会提前深化下学
期的内容， 适当制作新内容的讲
义和课件， 并将两个学期的教学
内容进行衔接。那么，新教材从何
而来？“学校会提前做好准备，提
前预订教材。”蒋立耘告诉记者。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娜

中信银行《2018出国
留学蓝皮书》发布
当前留学市场有何新趋势？
如何更好地选择留学中介？ 如何
更顺利地出国留学？1月12日，中
信银行长沙分行举行 《2018出国
留学蓝皮书》发布会，宣布推出上
门签证、优先送签、学费直缴、外币
薪金煲、海外安全保障、全球实习
等八大升级服务， 通过与优质资
源跨界融合， 打造线上+线下、金
融+非金融的出国金融服务生态
圈。
据悉，20年来，中信银行已为
2000多万留学、旅游、商务、移民
及外籍人士提供优质的出国金融
产品和服务，树立了“要出国，找
中信”的良好市场口碑。当前，“创
造美好生活” 已成为国人共同的
追求和祈盼。 中信银行将秉承以
客为尊的行训， 为广大客户创造
美好生活做出积极不懈的努力。
■通讯员 彭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