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小长假， 去牧场看奶
牛成为踏青新去处。 君乐宝乳
业刚刚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
1-4月， 君乐宝优质牧场和奶
粉工厂接待游客达30万人，其
中五一小长假期间单日接待突
破万人。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
过实地参观， 切身感受到君乐
宝奶粉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
了生产世界级品质的好奶粉，
君乐宝首创了两个模式： 一是

率先推出全产业链生产模式。
即牧草种植、奶牛养殖、生产加
工全产业链一体化生产经营模
式， 这就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放
心；二是首创“四个世界级”模
式，即用世界级先进的牧场、世
界级领先的工厂、 世界级一流
的供应商和世界级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 确保产品的高品质。
2015年，君乐宝凭借严苛的品
质管理， 在全球奶粉界第一个

拿下食品安全全球标准BRC的
A+顶级认证，展示了国产奶粉
的品质实力。 当前奶业面临的
最大挑战，就是重建行业信誉、
重塑消费者信心， 为了让更多
消费者了解国产奶粉目前真实
的发展情况， 君乐宝打开牧场
工厂， 用透明沟通的方式赢得
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为企业赢
得了高品质、 高速度的成长。

经济信息

本报5月3日讯 日前，省
卫计委通报全省3年报告新
发职业病6000余例， 其中不
少是尘肺病， 湖南在全国率
先打响尘肺病农民工健康脱
贫攻坚战。

湖南是“有色金属之
乡”，工矿企业多，从业人员
也多， 职业病发病人数每年
都在较高水平， 防治形势十
分严峻。近3年，全省共报告
新发职业病6614例， 其中尘
肺病占比86%， 危害最为严
重。

据悉， 我省在2017年开
始进一步实施了尘肺病农民
工救治救助民生工程。 截至
2017年底， 全省累计筛查
23850人， 临床诊断10235
例，完成救助8029例。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2442例， 占比
30.4%，医疗总费用1768.3万
元，全部由政府兜底。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余志林

实习生 郭慧楠

四部门联手专项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时间：5月至11月 我省发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十个严禁”，并将公布“黑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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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 本次专项治理工作
主要是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在面向
中小学生实施与学校文化教育课
程、 升学或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
培训活动中存在的十类违法违规
行为。

在办学方面， 整治无证无照
办学行为， 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
或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的校
外培训机构，原则上予以取缔，责
令停止办学， 确有需要设立且具
备办学条件的， 须经审批机关批
准， 办理相关证照后才能开展相
关业务； 整治与中小学校合作办
学行为，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与中

小学校联合办学或租用中小学校
舍办学， 不得与中小学校联合举
办选拔性考试， 不得把培训学生
的考试成绩及综合测评结果等信
息提供给中小学校作为招生入学
的依据。

此外， 对于使用存在安全隐
患场所办学的行为、 聘用中小学
校在职教师任职的行为等也会依
法整治。

值得一提的是， 还会重拳整
治组织学科类等级考试和竞赛行
为， 培训机构不得组织中小学生
进行学科类等级考试和竞赛，不
得对学生培训期间的学业成绩进
行排名和公布。 本报5月3日讯 “春天不

减肥，夏天徒伤悲。”这不，马上
要立夏了， 减肥风潮也愈加迅
猛。 可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神内三科， 来自邵阳的28岁女
子小丽（化名）却对记者说：“再
也不这样减肥了”。原来，前几
日，爱美的她因服用减肥药，竟
患上了“脑梗塞”，且肝功能受
损。

春节胖十斤
女子吃减肥药后现幻觉

2018年春节期间， 小丽
（化名）胖了有将近十斤。春节
刚过， 小丽便到处寻求减肥良
方。在一好友推荐下，小丽从2
月底便开始服用一种网红减肥
药。两个多月来，小丽的大便次
数明显增多， 体重倒是下降了
将近15斤， 已经达到了自己预
期想要的效果。

可在4月20日这天， 小丽
忽然出现了头痛，而且伴有恶
心、呕吐，随后便到当地卫生
院就诊，诊断为“感冒”。经治
疗后病情无好转。 更糟糕的
是， 小丽还出现了胡言乱语、
幻觉等精神症状。核磁检查发

现，小丽患的竟是“脑梗塞”。

长期腹泻，引发脑梗塞

4月24日， 小丽转诊至湖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内三科。
“患者因为长期腹泻导致有效
循环血量减慢，心排出量减少，
导致组织灌注量不足， 从而引
起了脑梗塞。”该科主任黄晓松
博士解释。住院期间，主管医生
王艳教授给小丽做了全面的检
查， 发现小丽肝功能化验转氨
酶明显增高， 合并有肝功能不
全。“这与小丽长期服用减肥药
导致肝功能受损密不可分。”

黄晓松博士称， 国内各大
商场以及大小型药店的各种减
肥药层出不穷， 这些药物的代
谢都要经过肝脏， 正常情况下
人的肝脏代谢是稳定的， 可如
果压力过大则会影响到肝脏的
代谢功能， 代谢功能差则不能
及时的排除体内毒素， 进而引
发各种肝脏疾病。 黄晓松博士
表示，要想真正的减肥，还是要
在保证健康的情况下管住嘴，
迈开腿。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高欢
王艳 石荣 实习生 郭慧楠

校外培训机构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湖南要出重拳治
理了！近日，湖南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湖南省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下称《方案》）的通知，并公
布湖南省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十个严禁”。今年5月-11月，
我省将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制定针对性
的整治措施，同时将向社会公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黑白
名单”，引导家长学生理性选择。

■记者 黄京

1.严禁无证无照办学
2.严禁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办学
3.严禁与中小学校联合办学
4.严禁聘用中小学校在职教师任职
5.严禁违规进行招生宣传
6.严禁超范围开展培训业务
7.严禁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和“强化应试”培训
8.严禁组织学科类等级考试和竞赛
9.严禁违规收费
10.严禁擅自变更办学地址

培训机构办学“十个严禁”链接

《方案》提出，教育、民政、人
社、工商（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
要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
谁治理”的原则，加强对校外培训
机构的日常监管， 同时要引导家
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理性看
待校外培训的作用，不盲目攀比，
切实减轻子女校外培训负担。上
述部门按照审批权限和监管职责
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含无证无
照培训机构） 逐一开展全面清查
和治理。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小
学校及教师的管理， 建立责任追
究制度， 对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
办学、联合招生、为校外培训机构
提供培训场所或将学生在校外培
训机构的考试成绩及综合评测结
果等信息与招生录取挂钩的，视
情节严肃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及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对在校外培
训机构兼职任教、 为校外培训机
构进行招生宣传、 诱导或强制中
小学生到校外培训机构补课培训
的中小学校教师，在年度考评、职

称评定、 岗位聘用等方面实行一
票否决，情节严重的，取消教师资
格， 并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

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规定的职能履行审批职责，
其中面向中小学生实施与学校文
化教育课程相关或者与升学、考试
相关的补习辅导培训活动的培训
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对超出
职能范围审批校外培训机构的，由
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并视情节依
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同时， 各职能部门要按照审
批权限和监管职责分别建立无不
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和无证无照、 存在安全隐患及有
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黑名
单”，并向社会公布；经批准面向
中小学生开展文化教育培训的校
外培训机构要将法人登记证书、
办学许可证、收费标准、授课教师
基本信息、 经审核备案的学科类
培训方案等在培训场所醒目位置
张贴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任务 整治十类违法违规行为

措施 公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黑白名单”

吃了网红减肥药，女子突发“脑梗”
湖南3年新报告
职业病6000例

君乐宝牧场1-4月迎来游客30万人 五一期间单日破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