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6日讯 今年高招录
取工作刚刚结束， 但最近， 有关自
考、 在职研究生等学历教育宣传广
告在互联网上又频繁出现。“8月起，
湖南上班族可在职无条件自考
211/985本科”、“注意：8月起湖南上
班族满足以下条件可在职申请
985/211研究生课程”……这样的招
生广告常常被刷屏。到底是否可信？
今天，省教育厅下发有关声明，提醒
广大考生， 切勿被一些社会机构发
布的违规广告所误导而上当受骗。

在某机构宣传网页上，“8月起，
湖南上班族可在职无条件自考
211/985本科”十分醒目，甚至赫然
标明湘潭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等省内高校名称，但仔细一看，
网页上又用小字体注明“与以上学
校无合作关系， 学历终身可查”字
样。经查证，发布这些广告的机构没

有在我省教育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不具有我省办学资质。 而这些宣传
广告与国家高等学历教育政策规定
明显不符，涉嫌虚假宣传，严重扰乱
教育秩序，损害教育形象。同时，广
告通过故意标明高校名称和以“刷
屏”方式频繁弹出网页弹窗广告，增
强误导效应，诱导考生报考。省教育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调查了解，
目前已有众多考生上当受骗， 有考
生多次反映“交钱后马上不能退”、
“有问题得不到解决”、“交钱以后就
不管你了”等，侵害了考生利益。

值得考生关注的是， 国民教育
系列成人继续教育学历的4种形式
分别是：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网络教育(远程教育)及广播电视大
学， 国家对报考上述学历教育报考
形式、 条件要求及学习年限均作出
了明确规定。 报考上述高等学历教

育，分别需要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自
学考试各专业科目统考、 具有网络
教育资质高校组织的考试及广播电
视大学组织的考试， 取得上述学历
教育本科文凭的最低年限需要2
年—5年(高中起点需5年，专科起点
需2年或2.5年)。对于报考在职研究
生， 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必须
参加每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
考试和学校组织的复试， 达到录取
条件的才能录取。因此，广告宣称的
所谓“无条件自考”或者“可在职申
请研究生课程”均不符合相关规定，
切勿相信。

我省具有资质的自考社会助学
机构名单可向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咨
询， 其他学历教育相关政策可咨询
省教育厅相关部门。 省教育厅咨询
电话 0731-84714924。

■记者 黄京

本报8月26日讯 今天，记者从
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获悉，该中
心日前向各区县（市）工伤保险经办
机构、协议医疗（康复、辅助器具、药
店）机构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伤
医疗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整顿规范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
构诊疗行为，严厉打击工伤保险医疗
领域欺诈骗保行为。此举标志着长沙
“史上最严”工伤医疗监管举措出台。

根据《通知》，长沙将加强新增及
续签协议资格审定，把好工伤保险协
议机构准入、续签关，对受到省市人
社、医保、卫生健康、药监、物价、市场
监管等部门行政处罚的医疗机构，在
新增及续签中要予以充分考虑，情节
严重，涉及欺诈骗保的取消新增及续
签资格。

完善工伤医疗监管体系， 出台

《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管理办
法》，细化就医管理标准，加强费用
审核， 强化信息化监管， 逐步建立
区、县（市）联动的监管机制。加强对
24小时在院情况、出入院标准把握、
28天再入院指征、 转非协议医疗机
构、 康复理疗执行卡签字制度等细
节问题监管， 将其纳入协议及日常
监管工作中。

协议医疗（康复）机构发生以下
严重违规行为的， 经办机构将单方
面终止协议， 且3年内不再续签协
议：通过伪造医疗文书、财务票据或
凭证等方式， 虚构医疗服务“假住
院、假就诊”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
协助非工伤职工冒名顶替在协议医
疗机构进行门诊或住院治疗等行
为； 协助工伤职工开具药物用于变
现， 从而套取工伤保险基金等不法

行为； 恶意挂床住院、 虚构医疗服
务、 虚记诊疗费用的行为； 被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营业执
照》的；拒绝、阻挠或不配合监督检
查工作，情节严重的；其他欺诈骗保
行为， 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
响的违约行为。

另外，协议零售药店、协议辅助
器具配置机构发生欺诈骗保等严重
违规行为的， 经办机构将单方面终
止协议，且3年内不再续签协议。

加大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采取
日常检查、突击检查、专项检查等方
式，违规违约行为一经查证属实，视
情节轻重将采取警示约谈、 责令限
期整改、通报、媒体曝光、暂停结算、
暂停协议、解除协议等处置措施，并
对涉及违规费用予以1至3倍拒付。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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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一名建档立卡学生因贫失学辍学
义务教育阶段我省打出学生精准资助组合拳 跨区域就读以学籍地资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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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 财政部
今年5月出台的相关规定，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义
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助对象， 将从
原来的“寄宿生” 扩展到
“非寄宿的农村建档立卡”
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寄
宿生资助标准为小学每人
每年1000元， 初中每人每
年1250元； 非寄宿生的资
助基础标准为寄宿生的
50%。

为此， 省教育厅会同
省财政厅， 迅速对我省义
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进行
调整和完善， 统一将非寄

宿农村建档立卡学生资助纳
入国家资助政策范围， 并对
非寄宿的义务教育阶段建档
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根据中央政策统一按照国家
基础标准的50%发放生活费
补助， 并允许具备财力的地
方适当上浮补助标准。同时，
省教育厅对义务教育阶段建
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免费发放教辅资料等补充性
资助政策进行了调整， 由过
去的统一硬性要求改为各地
依据自身财力确定， 并对本
级地方性资助政策进行梳
理， 做到量力而行、 因地制
宜，不搞层层加码。

长沙出台“史上最严”工伤医疗监管举措
协议机构涉欺诈骗保将终止协议且3年不续签

上班族可在职无条件自考985本科？假的！
省教育厅发声明提醒:不要被违规广告误导上当受骗

“确保不让一名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
因贫失学、因贫辍学！”新学期在即，三湘都市报记
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悉，通过坚持以“义务教育有
保障”目标为引领、以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导向，湖南教育连续打出学生精准资助组合拳，
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据统计，仅在2019
年春季学期， 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共资助农村建档
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约76万人，共发放资助资
金约4.1亿元，义务教育精准资助为教育脱贫提供
了坚实保障。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平

为了保证每一个建档
立卡学生都能享受资助政
策，今年春季学期，省教育
厅将全省义务教育在籍学
生信息与全省贫困人口信
息进行了比对，然后将比对
结果通过“教育扶贫一单式
信息管理系统”分发到各市
州和县市区，要求各地对照

名单认真做好核查工作。逐
校逐生核实情况， 并根据核
查情况分类处理。目前，全省
已基本完成核查任务。

此外， 为确保精准资助
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省教育
厅加大督查督办力度。 凡有
弄虚作假情形的，一经查实，
将严肃问责相关责任人。

完善非寄宿农村学生生活补助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跨
区域就读情况非常普遍，
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学
籍地资助” 和“户籍地资
助”之间的矛盾。为此，省
教育厅今年联合省扶贫办
等部门， 提请省委省政府
研究明确“以学籍地资助
为主、以户籍地资助为辅”
的基本原则， 并印发文件
细化相关规定。 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 各地对省内
跨县（市、区）就学的义务
教育阶段建档立卡等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 统一按学
籍地原则进行资助，户籍地
不得对其进行重复资助；对
出省就学的义务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经核实未在就学地享
受资助政策的，由户籍地政
府参照国家资助标准，发放
义务教育生活补助。

为切实做好残疾儿童学
生资助，省教育厅规定，在校
随班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残疾儿童， 要全
部纳入资助范围； 特殊教育
学校、社会福利机构、康复机
构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儿
童，已注册义务教育学籍的，
要全部纳入资助范围； 因身
体等原因无法在校学习，接
受送教上门且注册义务教育
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儿
童， 要按在校学生予以同等
资助。

今年暑假期间， 省教育
厅部署开展学生资助工作查
漏补缺，要求各地对于2019
年春季未享受资助政策的义
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
省内就读的由学籍地补发，
出省就读的由户籍地补发，
补发工作将统一在9月15日
前落实到位。

以学籍地资助为主、以户籍地资助为辅

加大督查督办力度，确保全覆盖无遗漏

8月26日上午，湖
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
开箱向媒体展示徐悲
鸿的国画《群奔》。当
天，“大爱·大美———徐
悲鸿与周令钊、戴泽艺
术成就展”在湖南省博
物馆开箱布展并对媒
体集中展示。展览将于
28日开展。
记者 郭立亮 摄影报道

徐悲鸿群马图
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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