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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9日讯 根据国
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重点工
作任务的部署要求， 为进一
步规范全省公立医疗机构高
值医用耗材采购行为， 促进
采购价格合理回归， 省卫生
计生委于近日下发《湖南省
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
阳光挂网采购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在全省正式
启动高值医用耗材阳光挂网
工作。

方案明确， 全省高值医
用耗材阳光挂网工作采取限
价挂网、 带量采购、 分步实
施、公平竞争、全程监管的基
本原则。 要求全省县及县以
上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
在湖南省公立医疗机构销售
高值医用耗材的生产经营企
业必须参加省级高值医用耗
材阳光挂网采购。规定全省高
值医用耗材通过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医药集中采购平台
（以下简称“省采购平台”）集

中挂网。
湖南省高值医用耗材招

标采购于2017年6月加入陕
西省牵头的省际医用耗材采
购联盟，共享联盟内企业、产
品、 编码及价格等相关信息
并实行动态调整。 方案同时
明确湖南省高值医用耗材阳
光挂网采购数据库分为限价
挂网采购产品数据库与备案
采购产品数据库， 其产品均
实行限价挂网。 限价挂网采
购产品数据库内产品， 省际
医用耗材采购联盟公布的挂
网限价即为医疗机构采购限
价并适时联动； 备案采购产
品数据库内产品， 企业自行
填报的全国省级最低中标
（挂网）价即为医疗机构采购
限价， 每半年进行一次数据
更新并推送至省际医用耗材
采购联盟。

按照全省高值医用耗材
阳光挂网工作进度安排，我
省将于2017年12月31日前
完成第一批血管介入类产品
挂网采购。 ■记者 李琪

本报11月9日讯 株洲
公立医院改革再次迈出坚实
的一步。今天上午，该市中心
医院与新兴医院签订医疗联
盟单位， 这意味着株洲市首
次在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间
构建起医联体。

近两年来， 株洲积极探

索医联体建设， 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截至日前，该市
共组建医联体17个， 涉及医
疗机构110余家，各基层医疗
机构与二、 三级医院正逐步
建立稳定的技术帮扶和分工
协作机制。
■记者李永亮 通讯员王振

本报11月9日讯 昨日，长沙市
召开清理整治无证办学工作专题会
议， 要求全面排查各种无证办学机
构， 分析研究清理整治工作中的各
种问题； 定期开展无证办学机构专
项治理， 推动清理整治无证办学工
作规范化、程序化和常态化。清理整
治工作纳入区县市政府绩效考核。
11月下旬， 长沙市将启动联合执法
行动。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 各区县
(市)政府要及时公布排查摸底情况，
建立无证办学机构“黑榜”，引导市
民注意甄别、理性选择，积极举报和
自觉抵制无证办学。 ■记者 黄京

动真格！长沙严查民办学校“掐尖”
市教育局6条禁令叫停“小升初”选拔考试 95家培训机构和民办学校签承诺书

长沙实施“最严招生禁令”后，孩子“小升初”进公办
学校只能配套入学或微机派位。而在许多长沙家长中，这
样一种现象却愈演愈烈：“公办学校不能择校了， 那就想
方设法去民办学校”。为了“掐尖”，部分民办学校甚至和
培训机构“联手”组织多场考试，这令孩子们叫苦不迭。

11月9日下午，长沙市民办培训学校（机构）违规组织
选拔性考试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召开。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
卢鸿鸣表示， 将对民办培训学校和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违
规招生、违规办学行为“动真格”，被列入“黑名单”的民办
学校或将被吊销办学许可证。

■记者 黄京

会议现场， 长沙市教育局
局长卢鸿鸣表示， 民办学校的
“招生乱象”已到了“非治不可”
的地步。那么，针对乱象，将如
何“动真格”治理呢？根据长沙
市教育局的部署， 将通过实行
六大制度， 加强对民办培训学
校的监管。

首先，实行招生备案制度。
从2018年起， 民办培训学校每
个学年初应该制定详细的年度
开班计划， 并填写招生备案公
示表， 向社会公示并交教育行
政部门备案。

第二，实行公开承诺制度。
各相关民办学校（机构）严格按
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要求，向
社会公众做出规范招生考试行
为的书面承诺。 公开承诺书应
长期张挂在学校醒目位置，接
受社会监督。

第三，实行巡查监管制度。
市、区县（市）两级教育行政部
门不定期组织开展巡查， 重点
巡查民办培训学校（机构）招生
备案落实情况和执行有关规定
情况。同时，每个区县（市）教育
局聘请5名以上志愿者作为社

会监督员，对培训学校（机构）
办学行为、 招生行为和考试行
为进行监督。

第四，实行协议服务制度。
市教育局统一制作《长沙市民
办培训学校服务协议（范本）》，
约定培训学校和培训学员双方
权利和义务， 引导协议双方加
强监督， 积极防范各种经济和
法律纠纷。

第五，实行有奖举报制度。
市、区县（市）两级教育行政部
门设立举报投诉电话， 鼓励学
生家长和社会公众对培训学校
（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
报，并为举报投诉者保密。经确
认符合要求的投诉举报， 市教
育局将给予举报者一定金额的
奖励。

第六，实行财务审计制度。
依法对有重大违规嫌疑的民办
培训学校进行财务审计。 从即
日起， 如果你发现了民办学校
违规办学、违规招生的现象，也
可以通过三湘都市报新闻热线
84326110和官方微信、微博向
本报记者反映， 我们将及时反
馈到教育主管部门。

六大制度“紧箍”培训学校

采购堵黑洞，我省“挤”掉医用耗材水分

高值医用耗材阳光挂网

公立医院改革再突破
株洲首个公私医联体成立

长沙市教育局要求， 要按照属
地管理的原则，明确各区县（市）教育
局为民办培训学校（机构）监管主体，
受理各方投诉举报， 及时进行调查
处理。同时，建立民办学校违规失信
“黑名单”制度，对经查实违反本通知
规定的民办培训学校、 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列入“黑名单”，并视情况采取
限期整改、削减招生计划、停止招生
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理措施。
对经查实违反本通知规定的无证办
学机构，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取缔。

卢鸿鸣强调， 这次专项治理工
作不是“走过场”，一旦发现有违规招
生行为， 将严格按照规定对民办学
校进行查处。“目前长沙的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中， 绝大部分是公办名校
托管的民办学校， 如果不能发挥示
范作用， 将对学校校长进行免职，甚
至要求民办学校与公办名校脱钩。”

会上， 长沙市95家民办培训学
校、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负责人向市教
育局递交承诺书并集体签名，承诺规
范招生考试行为，并接受社会监督。

民办学校违规失信
进“黑名单”

长沙建立
无证办学机构“黑榜”

11月9日，溆浦县水东镇，省农技推广总站创办的千亩再生稻高产示范片区，村民忙着收割再生稻。经测产，再
生稻再生季平均亩产达301.8公斤，加上头季亩产714公斤，该千亩示范片“一季+再生”平均亩产1015.8公斤。

曾伟 摄

治理

查处

蔡女士是长沙市开福区一
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家长， 女儿
甜甜成绩优异品学兼优。“我们
一直没给孩子压力， 也没参加
过奥赛班、补习班，可是从五年
级下学期开始，还是给她补课
了。”蔡女士无奈地说，自己的
好心态是被家长群里的家长
们给打破的。“每天都发各种
要补课的消息，宣扬不补习进
不了好初中就会影响孩子一
生。”与此同时，看到身边同学
们都在“疯狂补课”，不甘落后
的甜甜也开始焦虑了， 主动要
求上补习班。

今年9月，甜甜刚进入六年
级， 蔡女士每天都能收到培训
机构发来的各种考试消息。“都
说是跟民办学校合作的， 考试
通过了可以直接跟学校签约。
没通过就加大补习力度， 再参
加考试。”蔡女士告诉记者，尽管
也知道民办学校招生面试要到
明年5月左右，但培训机构说得
信誓旦旦， 而家长们也天天交

流着孩子的考试情况，自己也担
心错过机会。她初步统计，一个
多月来，已经参加了3场考试，每
次都是在培训机构里考试，成绩
也未公布， 只知道还未通过考
试。“身边好像也没有孩子签约，
也不知道这考试是真是假，但只
好继续送孩子补习。”

会议现场， 长沙市教育局
民办教育处处长刘凯希坦言，
蔡女士这样的遭遇不是个案，
许多六年级的家长反映， 孩子
的双休日“不是在考试就是在
去考试的路上”。 在实际调查
中，不少民办培训学校（机构）
存在以选拔生源为名， 单独或
联合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组织各
种考试、测试和竞赛；向学生收
取各种考试、检测和竞赛费用；
接收非培训班学生参加各种考
试、检测和竞赛；在核定办学地
点之外设点组织各种考试、检
测和竞赛； 向义务教育阶段民
办学校提供培训班学生考试、
检测和竞赛成绩等。

培训机构总是“考考考”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