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雅雯 ）湖南省儿童医院昨天发布
数据显示， 该院肾脏风湿科2018年总门诊
量比2014年增加近万人次，住院病人数近5
年持续上升。专家提醒，儿童肾病易“伪装”，
建议家长每年带孩子做1至2次尿常规检
查。

3月14日是世界肾脏日，今年的主题为
“肾脏健康，人人可及，处处可享”。 湖南省
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主任李志辉介绍，儿
童尿常规检查是发现肾脏早期问题最简便
有效的方法。 因为有部分肾脏疾病起病隐
匿， 孩子常没有显著临床症状，
等到家长发现孩子肾脏有“问
题”时，已进入肾功能不全阶段，
失去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最佳
时机。

专家提醒， 不可小瞧一些
“小病”对肾脏的损害。 冬春季是
孩子感冒、 扁桃体炎的高发季
节， 这些疾病可能引发“IgA肾
病”“急性肾炎”。 一些孩子皮肤

脓疱疮、蚊虫叮咬后，皮肤破溃感染，可能引
发急性肾炎，出现水肿、血尿、蛋白尿等，家
长积极治疗疾病以外，最好化验一下尿液。

春、秋两季，还有一种多发生于2至8岁
儿童、被人们误认为皮肤病、血液病的疾病：
过敏性紫癜。 这种疾病最常见的表现为红
色皮疹，可伴有关节肿痛、腹痛及肾脏损害，
对肾脏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 肾脏损害症
状多见于出现皮疹后4至8周内， 少数至数
月后出现。 患过敏性紫癜的孩子，注意观察
尿液，定期去医院检查尿液，需要观察的时
间不少于6个月。

儿童肾病易“伪装”
专家建议孩子每年1至2次做尿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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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左丹）近日，
湖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民办学校招生
工作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要严格执行免试
入学规定， 严禁组织或变相组织招生考试、
‘掐尖’选择生源，不得以各类竞赛证书、学
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
‘建校费’‘择校费’‘资源费’‘信息费’‘坑班
费’‘捐资助学款’等其他费用”。

《通知》从招生计划管理、招生宣传管理、
招生方式管理、招生收费管理等4方面，对民
办学校招生工作进行了明确规范。《通知》要

求， 民办学校要严格执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下达的招生计划，不得超计划招生，在校生数
要控制在审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 民办
初、 高中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宣传升学
率及中、高考状元的招生广告。民办学校不得
提前组织招生， 不得违规委托社会中介机构
组织招生， 不得以给付招生费用或许诺利益
的方式委托或者变相委托生源学校及其教职
工招生。 民办普通中小学校不得与校外培训
机构联合举办或者委托校外培训机构举办招
生考试， 不得把学生在校外培训机构的考试
成绩及综合测评结果等信息作为招生依据。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要严格执行免试入

学规定， 严禁组织或变相组织招生考试、“掐
尖”选择生源，不得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
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公办学
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按规
定程序报价格主管部门审批后执行。 民办学
校必须按照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 不得
收取或变相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建校费”
“择校费”“资源费”“信息费”“坑班费”“捐资
助学款”等其他费用。

《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
开展违法违规招生专项检查， 对检查发现的
问题要逐一下发整改通知，责令限期整改，情
节严重的，要依法从严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左丹）近日，
湖南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下达2019年湖南
省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计划和专业的通
知》， 同意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70所学
校开展单独招生工作。 这些学校计划单招共
93549人， 其中湖南都市职业学院招生计划
最多，达2628人。

据湖南省考试院发布的《2019年湖南省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参加高职（高专）院校
单独招生报名考试注意事项》，单独招生报名
时间统一为3月11日至3月31日，在此期间，考
生可登录湖南省高考招生考试信息管理平台
(考生版)(http://www.hneao.cn/ks)高职单独
招生报名子系统报名或修改报考信息。 考生

可选择测试时间不冲突的1至2所院校报考。
未在网上报名的考生，不允许参加测试。 各高
职院校自行安排的具体测试时间已确定，并
已在湖南省高考招生考试信息管理平台(考生
版)(http://www.hneao.cn/ks) 高职单独招生
报名子系统中设置，各校的测试时间，考生可
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查询。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 不要轻信
“包过”“关系”“原题”等虚假宣传；不要相信
“内部指标”“点招指标”及“计划外指标”等虚
假承诺；不要盲目相信个人或中介等的推荐；
不要轻易参加高额营利性志愿填报咨询辅导
活动； 不要将学杂费打入个人账号或中介机
构银行账号；不要违纪、违规、违法参加考试。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王曲波） 坚决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全
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 在13日召开的全省
药品监管工作会议上，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说， 今年我省药品监管要进一步创
新监管服务、提升监管能力。

去年我省稳步推进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全面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药品监
管成绩显著。 全省共有36个药品批准文号
完成一致性评价研究，5个获得国家批件。
全省去年开展了药品批发、药品零售、基层
药店诊所等环节专项治理， 开展了中药饮
片、原料药、医疗机构制剂、疫苗配送企业、
医疗器械、非法医疗美容等专项整治，共查

处“药械化”类案件 6177�件，移送涉刑案件
41件。 其中药品“2018�净网”行动查办的货
值过亿跨境假药大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全
省实现无源发性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无
重大敏感舆情事件发生的目标。

据悉，今年药品监管要进一步健全药品
监管体制，创新监管方式。加强对重点产品、
重点领域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重点抓好疫苗、血液制品、注射
剂、无菌和植入类医疗器械等高风险产品的
监管，建立健全风险管控长效机制。 针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专项整治作为规
范药品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 重拳出击，切
实保障全省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全省药品监管工作会议召开
全力保障群众用药安全

�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吴映秋 ）今天，省作协第八届全委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 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
宣传部长会议、 中国作协九届四次全委会
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对2019年工作
任务做了研究部署。

2019年省作协5项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精神，加强政治和理论武装，更有力

地推进文学工作； 二是紧紧围绕目标要求，
全面完成全省作协系统深化改革任务；三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推进文学精品力
作创作生产；四是切实加强文学人才队伍建
设，积极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五
是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加强省
作协党的建设。

会议要求,全省文学界要以实际行动为
湖南文学事业增光添彩，以优异成绩迎接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为湖南文学事业的繁荣
兴盛不懈努力。

会上，还奖励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
作者纪红建，其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是》获
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省作协八届四次全委会在长沙召开

湖南高职（高专）院校
单招计划公布
70所院校计划招93549人

严禁“掐尖” 不得收取“择校费”“坑班费”

湖南加强
民办学校招生工作管理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
天， 共青团湖南省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沙召开。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7·2”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工青
妇科侨5家群团组织班子成员会议和共青
团十八届二中全会精神， 审议通过相关文
件，总结部署相关工作。

2018年， 团省委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组织动员全省青年建功新湖南：引领青年
助力脱贫攻坚，帮助3000余名贫困人员实现
家门口就业，示范引导3.17万名农村青年创业

致富。 引领青年开展创新创业创优， 举办了
“创青春”湖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湖南职业
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等赛事。 引领青年参
与社会治理， 开展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等志愿服务活动， 举办了湖南第三届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大赛； 建立了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库。 此外，团省委还充分利用网络强化青
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建立了“湖南共青团新媒
体矩阵群”，并策划制作《手绘团史》系列动
漫、《奋斗者永远年轻》 新年献词等一批受青
少年欢迎的原创作品， 团省委官方微信长期
排名全团前十、全省政务微信前三。

团省委十五届四次
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刘勇）中央
农办、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
日前成立，湖南知名“三农”学者陈文胜被聘
为委员，系全省唯一一位。

中央农办希望把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
会打造成“三农”研究的一流智库，为服务党
和国家决策作出贡献。 此次受聘的委员共35
人，大多由国家部委、中直科研机构、教育部
直属高校的领导和专家组成， 来自省属科研

机构和高校的只有5位。
陈文胜是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

究员、省重大决策咨询智囊团专家、省新农村建
设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他长期从事“三农”研究，

著作《论大国农业转型》被列入2017年国家社科
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他主持创办的“三农”通
俗理论读物《中国乡村发现》、“三农” 门户网站
“中国乡村发现网”，都已成为业界品牌。

陈文胜获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
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同上交通安全课
3月14日， 长沙市砂子塘万境水岸小学操场上， 交警带领学生开展车辆视线盲区实验。 当天，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雨花大

队、 雨花区教育局等部门联合举行“十万学子百万市民同上交通安全课” 主题活动， 让师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提升自我防护能
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许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