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成本分担机制：
合理确定公办园收费标准

加强对民办园收费价格监管
月收费不到千元的公办园和天价收费的民

办园今后都将面临价格调整。意见提出，根据办
园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
合理确定公办园收费标准并建立定期动态调整
机制。民办园收费项目和标准根据办园成本、市
场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向社会公示，并接受有
关主管部门的监督。 地方政府依法加强对民办
园收费的价格监管，坚决抑制过高收费。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日前，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印发的 《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工作方案
（2018-2020年）》 指出， 到2020年， 500家县医院 （包
括部分贫困县县医院） 和县中医医院要分别达到“三级
医院” 和“三级中医医院” 服务能力要求。

工作方案指出， 在完成第一阶段500家县级医院综
合能力提升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
力， 满足县域居民医疗服务需求。 力争使我国90%的县
医院、 县中医医院分别达到县医院、 县中医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基本标准要求。

工作方案指出， 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要重点
抓好几项工作。 包括加快提升医院管理水平， 强化依法
执业， 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 加强医疗安全管理，
落实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构建
有序的就医格局； 落实县级医院功能定位， 落实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 加强医联体建设；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加快信息平台建设， 积极推进远程医疗服务； 强化贫困
县县级医院能力建设， 深入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工作； 巩固破除以药补医成果， 进一步优化调整医
疗服务价格， 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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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吴波）将
直径1米多、厚40厘米的大轮胎连翻10个跟斗，或者扛起
25公斤的米包，连续跑上20个来回。11月14日，首届“健康
湖南”全民运动会“优氏鲜奶”杯大力士（体能王）总决赛
在长沙市乐运798运动街区举行。

本次大力士（体能王）总决赛有来自全省的10个代表
队150人参加，年龄最大的46岁，最小的16岁，还有3名外
籍选手加入竞争。比赛设团体组、男女个人组3个组别，有
翻轮胎、抱球过肩、推雪橇、硬拉、狂暴搬运5个项目。

翻轮胎项目中，轮胎富有弹性，不易控制，技巧更好的选
手速度更快。每个项目都强调爆发力，因为竞技的时间只有
短短几十秒甚至十几秒，选手一完赛，不仅气喘吁吁，双手也
留下深红的印记。经过8个小时的角逐，长沙队、永州一队和
永州二队获团体市州组一等奖，D4S队、BarMadeCrossFit
队和涉外经济学院一队分获团体公开组前3名， 中南大学袁
杰和攸县万佳丽分获男、女个人组冠军。

责任编辑 李特南 谢卓芳 周倜 2018年11月1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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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谁是体能王
全民运动会举行大力士总决赛

为“入园难”“入园贵”开“药方”
———聚焦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若干意见几大亮点

� �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若干意见》近日发布。针对
“入园难”“入园贵”等困扰老
百姓的烦心事，意见开出“药
方”，明确了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原则、 目标和
具体举措。

国家卫健委：

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

� � � � 11月14日，运动员在进行翻轮胎比赛。
傅聪 王亮 摄影报道

� � � � 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普惠性资
源不足，是目前学前教育面临的客观
问题。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 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达到80%。

高收费民办园四处可见，公立园
“学位难求” 是目前各地普遍存在的
情况。意见提出，着力构建以普惠性
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坚决扭转高
收费民办园占比偏高的局面。按照实
现普惠目标的要求，公办园在园幼儿
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
到50%。

� � � �师资是学前教育的一块“短板”。意见提
出，要严格依标配备教职工，依法保障幼儿园
教师地位和待遇。要认真落实公办园教师工
资待遇保障政策，统筹工资收入政策、经费支
出渠道，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工同
酬。民办园要参照当地公办园教师工资收入
水平，合理确定相应教师的工资收入。

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幼儿教师， 意见提
出，扩大本专科层次培养规模及学前教育专

业公费师范生招生规模。大力培养初中毕业
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学历的幼儿园教师。

对于备受关注的师德师风建设，意见也
作出严格规定，要求通过加强师德教育、完善
考评制度、加大监察监督、建立信用记录、完
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等措施，提高教
师职业素养，培养热爱幼教、热爱幼儿的职业
情怀。对违反职业行为规范、影响恶劣的实行
“一票否决”，终身不得从教。

加强师资建设：
依法保障幼儿园教师地位和待遇

� � � �意见提出， 充分利用腾退搬迁的空置
厂房、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农村中小学闲置
校舍等资源，以租赁、租借、划转等形式举
办公办园。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
的国有企事业单位， 特别是普通高等学校
举办公办园， 在为本单位职工子女入园提
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

不少小区入住多年，承诺中的配套幼

儿园却迟迟不见踪影。意见规定，2019年6
月底前，各省（区、市）要制定小区配套幼
儿园建设管理办法。配套幼儿园由当地政
府统筹安排，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
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对存
在配套幼儿园缓建、缩建、停建、不建和建
而不交等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前，不得
办理竣工验收。

扩大资源供给：
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办园 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使用

强调普及普惠：
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

覆盖率达到80%

提高保教质量：
国家制定玩教具和图书配备指南

哪些玩教具和图书适宜进入幼儿园？评判
幼儿园保教质量依据什么标准？ 意见提出，国
家制定幼儿园玩教具和图书配备指南，广泛征
集遴选符合幼儿身心特点的优质游戏活动资
源和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生活特色的
绘本。 国家制定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指南，各
省（区、市）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健全分
级分类评估体系。（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 � � � 据新华社南京11月15日电 为了激励各类人才在农
村大施所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添新动能，我国将采取挖
掘乡村新功能、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搭建新平台、培育“双
创”主力军、完善利益联结新机制等五方面举措，打造农
村创业创新升级版。 这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15日在江苏
南京召开的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论坛上获悉的。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介绍， 下一步我国将多措并
举打造农村“双创”升级版。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
业+”加工流通，创办中央厨房、共享农庄等分享型农业；
推进“农业+”生态环保，发展垃圾收集、污水处理、粪污资
源化利用等乡村服务业；推进“农业+”文化娱乐，创办休
闲农业、创意农业等体验式农业；推进“农业+”特色工艺，
发展特色编织、特色手工业等乡土特色产业。

农业农村部：

打造农村“双创”升级版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312 1 1 5
排列 5 18312 1 1 5 0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