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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4 日 电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 至 10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 90544 亿元，同比名义增
长 7.8%，增速比 1 至 9 月份回落

警方摧毁特大婚
恋交友诈骗团伙
新 华 社 杭 州 11 月 14 日
电 浙江温州警方 14 日发布消
息称，
近日，
温州市反诈中心联
合乐清市刑侦大队破获 2 个婚
恋交友诈骗团伙，共抓获 65 名
犯罪嫌疑人，破获 200 余起案
件，涉案金额达 100 余万元。
据温州市反诈中心民警李
方圆介绍，诈骗人员通常冒充
“美女”实施诈骗，一旦收到转
账，立即将受害人拉黑。李方
圆还表示，大部分诈骗人员同
时也是传销案件的受害人。团
伙头目以化妆品公司为幌子，
用介绍工作为由，在网上骗他
们到天门市，带到出租房，进行
统一管理，并以军事化管理为
由，没收其财物、身份证、手机
等，安排专门的人员看管，进行
洗脑式培训。

普京说俄罗斯与
土耳其关系几乎
完全恢复

0.3 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1 至 10 月份，商
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8.2%，增
速比 1 至 9 月份回落 2.1 个百分
点。10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60258 万平方米，比 9 月末减少
882 万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
爱华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说，房地产去库存取得

较好成效，最近很多城市加大了
对共有产权住房、租赁住房的试
点，房地产市场供给的改善和投
机性需求的抑制，将推动房地产
市场保持健康发展。

两伊边境强震伤亡超 7000 人
伊朗震区至少 445 人死亡
新华社德黑兰 11 月 13 日
电 据伊朗媒体 13 日报道，伊
拉克与伊朗边境地区 12 日夜发
生的强烈地震已在伊朗震区造
成至少 445 人死亡、逾 7000 人
受伤。伊拉克方面至少 9 人丧
生，数百人受伤。
当地媒体报道说，受灾最
重的克尔曼沙阿省官员在与伊
朗总统鲁哈尼通话时表示，地
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可能进一
步上升。

报道还说，此次地震发生
于当地时间 12 日夜里，人们正
在睡觉。伊朗至少 14 个省份受
到地震波及。截至目前，已发
生超过 190 次余震。震区夜晚
气温已经很低，但数千民众不
得不在户外临时搭建的帐篷内
或露天过夜，以应对可能出现
的紧急情况。
国际媒体报道，地震引发
山崩和断电，影响了救援速
度。

11月
11
月 13
13日
日，
在伊朗萨尔波勒
扎哈卜，
扎哈卜，
人们站在受损建筑前。
人们站在受损建筑前
。

中国工程院停止孟伟院士资格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14 日，中国工程院第六届主
席团根据 《中国工程院章程》
和补充修订的 《中国工程院院
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
法》 等相关规定，决定停止孟
伟中国工程院院士资格。

孟伟，1956 年出生，流域
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管理专
家，2009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近
日发布消息：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原院长孟伟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据
悉，中国工程院近年来先后停
止了李宁、周国泰、孟伟等人院
士资格。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
14 日上午，
首尔高等法院对
“亲
信门”主角崔顺实之女郑维罗
“特招入学”
案件宣判，
裁定驳回
被告人崔顺实的上诉，
维持首尔
中央地方法院以涉嫌妨碍业务
等罪名判处崔顺实 3 年有期徒
刑的判决。此外，
梨花女子大学
前任校长崔京姬被判处 2 年有
期徒刑，
维持一审判决。
2015 年，崔顺实利用其与
朴槿惠的个人关系，
帮助女儿郑
维罗“走后门”进入韩国名校梨
花女子大学。郑维罗在校期间
种种“耍大牌”的行为引发师生
抗议，
校长引咎辞职，郑维罗最
终也被校方取消学籍。(综合)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4 日
电“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
辑西蒙尼扬 13 日说，
“ 今日俄
罗斯”电视台美国频道已在当
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文
频道当天援引西蒙尼扬的话报
道说，
在刑事诉讼和登记为“外
国代理人”之间，
“今日俄罗斯”
选择了后者。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
国已运营数年。此前，美方曾
指责俄罗斯官方媒体涉嫌干扰
去年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
西蒙尼扬 9 日说，美国司
法部要求“今日俄罗斯”美国频
道最晚于 13 日在美登记为“外
国代理人”
，否则将采取冻结其
银行账户和逮捕频道主管等措
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 11 日表
示，俄罗斯媒体在美国的遭遇，
毫无疑问是美国对言论自由的
“攻击”
。
据报道，目前美国国内共
有 超 过 400 个 实 体 被 登 记 为
“外国代理人”，但“今日俄罗
斯”电视台是唯一一家作为单
一媒体机构被勒令登记的。

“黑料”
越曝越多

李 明 博 称 遭“ 政
治报复”
随着韩国检方对前总统朴
槿惠政府相关黑幕的调查扩
大，另一前总统李明博执政时
期的可疑案件也进入公众视
野。李明博被指曾干涉 2012
年总统选举、秘密制定“文化界
黑名单”
等行为，检方已对其中
一些指控展开调查。
对此，李明博 12 日公开发
声，自辩清白，称上述指控是对
手对他进行的“政治报复”
。
(新华)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13 日
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13 日在俄
西南部城市索契说，
俄罗斯与土
耳其关系可以被认为几乎完全恢
复。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
应普京邀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当天赴索契进行工作访问。普
京在与埃尔多安会晤时说，
可以
认为，
俄土关系几乎完全恢复。
土耳其2015年11月击落一
架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俄战机，
作为回应，
俄罗斯2016年1月对
土耳其实施包括禁止从土进口农
产品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制裁。
2016年6月，
埃尔多安向普京就
击落俄战机事件道歉，
两国关系
开始解冻，
俄方逐步取消对土制
裁。

崔顺实帮女儿走
后门进名校 二
审宣判获刑 3 年

普京:毫无疑问是美国对言
论自由的
“攻击”

美国务院称美退
出《巴黎协定》立
场不变

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大熊猫
“暖暖”
启程回国
2015 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大熊猫“暖暖”14 日傍晚乘马航货运公司安排的飞机离开马来西亚，正
式启程“返乡”，将在四川开始新生活。
“暖暖”出生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它的父母是中国租借给马来西亚
的大熊猫“兴兴”
和“靓靓”。图为大熊猫
“暖暖”。

哈尔滨查处非法营运出租车
“保护伞”
问责 129 名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
新华社哈尔滨 11 月 14 日
电 记者从哈尔滨市纪检监察
部门了解到，哈尔滨市纪委监
察局近日公开通报了党员干部
及工作人员为非法营运出租车
充当“保护伞”问题查处情
况，严肃查处、问责了 129 名
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
通报指出，长期以来，哈
尔滨市一些非法营运人员，在

个别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纵容
和“保护”下，进行非法营运
活动，侵害了合法经营者权
益，扰乱了出租车市场秩序，
破坏了发展环境，影响了社会
稳定。对此，群众反映强烈。
哈尔滨市成立调查组，清
查营转非下线出租车、报废车
1.68 万辆，查扣非法营运出租
车 214 辆，打掉“黑车”团伙

7 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76
人、“两规”措施 2 人，对 174
辆非法营运出租车线索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依法整治规范了
全市出租车市场秩序，同时严
肃查处了 129 名党员干部及工
作人员为非法营运出租车充当
“保护伞”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13 日
电 美国国务院 13 日发表声明
称，美国在退出《巴黎协定》上
的立场保持不变，除非总统特
朗普能从该协定条款中找到更
有利于美国商界、工人和纳税
人的内容。
声明说：
“ 美国仍是《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大会的成员，将继续参加该框
架和《巴黎协定》下正在进行的
谈判，
以确保谈判的公平性，
有
利于保护美国的利益。
”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
示，美国将在遵守协定条款的
前提下尽快退出。根据 《巴黎
协定》 中的相关规定，美国完
成退出流程还需要 3 年多时
间，这意味着美国可能要等到
2020 年 11 月才能正式退出。
特朗普今年 6 月 1 日宣布
退出《巴黎协定》，称协定给美
国 带 来“ 苛 刻 财 政 和 经 济 负
担”。此举遭到美国国内和国
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反对者认
为这是短视行为。

卓尔教育金鹰店事件引发市民关注

培训机构为何乱象丛生？




前 10 个月
房产投资增速回落至 7.8%

“今日俄罗斯”电
视台在美国登记
为
“外国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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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正因如此，
催生了种类繁多的教育培训机构。从胎教、早教、一对
一教学，再到五花八门的各种特长班，几乎涵盖了所有
的教学科目。然而，前不久卓尔教育金鹰店的突然关
门，使得该机构的学生无法继续上课，缴纳的学费也是
退款无门，引起了众多家长的关注。很多市民表示，因
工作原因，几乎都没法接孩子放学，而对于初中以上的
课程，家长更是无法进行辅导，送孩子进辅导班貌似成
了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培训
机构，家长们不禁想问，目前我市真正具有资质的培训
机构究竟有多少家？如何选择培训机构才能尽可能避
免类似卓尔教育金鹰店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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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培训机构乱象：无
资质“横行”
市场

连工商营业执照都没有。来自我
市教育部门的官方消息证实，目
前我市仅有 29 家培训机构通过
了教育局的审批，
拿到了“民办非
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相应证件，
另外还有几家正在申请办理。也
就是说，
除此之外，全都是没有资
质的培训机构。

昨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职业
教育和社会教育科了解到，卓尔
教育金鹰店这家培训机构并未出
现在教育局审核通过的培训机构
名单中，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称，这是一家无证经营的培训机
构。事实上，这只是我市校外培
培训机构为何这么乱？
训机构乱象的冰山一角，记者从
“合法身份”
审核严
相关部门了解到，
最近几年，
涉及
教育培训机构的投诉不少，主要
我市培训机构为何会这么
集中在“教学实际情况与培训机
乱？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除了
构承诺不一”
、
“收费混乱，只收不
不法培训机构“投机倒把”打着教
退”、
“ 虚假宣传，夸大卖点”等多
育的幌子捞钱外，还有更深层次
个方面。
的原因存在。
“其实，
家长对于教育培训这
“可能是‘民办非学历教育培
方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但是培
训机构’
的审核要求比较高，
很多
训机构有没有经过教育部门审
起步阶段的培训机构创业者根本
达不到这个要求，但我觉得这些
批，这个确实不好分辨。”家住市
区的朱杰说，
“现在各种各样的培
审核要求却正体现了培训机构对
训机构层出不穷，教学质量也参
孩子对家长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心。
”
“优胜教育”丹阳校区校长曹
差不齐，有的甚至招来一个大学
应届毕业生就开始上课，
所以说，
裕鼎告诉记者，在之前选址的时
虽然培训机构多，但缺少有资质
候，他就对“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
有保障的正规机构。
”
机构”申请的各项条件进行了学
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习，最终因为消防要求选择了金
鹰这个地方。
“
‘优胜教育’是一个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市类
似 的 培 训 机 构 应 该 在 300 家 以
连锁品牌，总部对我们的加盟要
上，只有少数是证照齐全的，
还有
求里面就有一项是必须取得教育
部门颁发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
200 多家是具有工商营业执照但
未通过教育部门审核的，另外的
训机构’证件。”曹裕鼎说，
“ 我们

今年 9 月初就已经向教育部门递
交了申请书，并基本通过了验收，
目前正在走流程。
”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根
据目前现行的《江苏省民办非学
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其
最主要的 5 个条件包括：校舍总
面积不低于 500 平方，其中教学
面积不少于 300 平方；租赁场地
的租赁协议，校舍安全合格证明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或房屋安全
鉴定报告）、教学用途消防安全验
收证明、食堂卫生合格许可证（如
有食堂）；公安机关出具的举办者
无刑事记录和不良行为的证明；
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的验资
报告或银行证明；本地企业的担
保证明材料（担保协议、担保企业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担保企
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担保企业近
一月的合法有效的资产评估报
告、担保协议公证书）。
“其实，最关键的是消防这
块，这就涉及到一开始的选址很
重要，也意味着门面租赁要多出
很多费用。另外，就是担保企业
的问题，这可以有效预防类似卓
尔教育金鹰店事件中家长退款无
门的情况发生。”业内人士表示，
这几个条件，使得很多培训机构
无法通过审核，也就拿不到教育
局认可的“合法身份”。于是，就
有商家想出了歪点子，直接把所

谓的“培训机构”注册为“教育咨
询公司”
。

教育咨询公司不具备教
育培训资质
“注册教育咨询公司跟注册
普通的公司一样，只需要去工商
部门以及税务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即可，并不需要通过教育主管部
门审批。”一位业内人士解释说，
此举操作相对简单，这也成了不
少所谓“培训机构”蒙骗消费者的
伎俩。于是，许多不具备教育培
训资质条件的“培训机构”应运而
生。然而，市民并不知晓教育咨
询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教育培
训的内容。
市教育局职业教育和社会教
育科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办理
一所正规的培训机构，除了需要
具备一般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
证之外，还需要有教育部门审核
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以及收费许可
证等。
“培训机构不是一般的公司，
设置这样的门槛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只是一两百平米大小的机构，
那跟一般的家教又有什么区别？”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正
规培训机构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
需求，对此他们也感到很矛盾，
但
是他们还是会严格按照要求来进

行审核。同时，
该负责人也提醒广
大市民，
平时在给孩子选择培训机
构的时候，
一定要辨别该培训机构
是否有证，
可以要求培训机构出示
教育部门颁发的
“民办非学历教育
培训机构”
证件。
对于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大大
小小有证无证的培训机构，相关
业内人士表示，
一方面，教育部门
应加大监管力度，可以要求相关
部门进行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取
缔无证经营、扰乱市场秩序的培
训机构；另一方面，面对眼下“全
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教育
部门应当积极调研，采取更人性
化更灵活的审核条件，为那些处
于创业初期，真正具有教学质量
却因为达不到审核要求的培训机
构提供适当的便利。
（茅猛科 文/摄）

扫码
了解我市
通过教育
部门审核
的 29 家培
训机构。
您身边的专业商用厨房设备供应商

生产·销售·售后

三倍智能厨房设备

地址：丹阳农商批发大市场A区5栋
400-1616-114(生产/售后） 400-0511-758（销售）

业务详询

17712826666

11 月 14 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女性与糖尿病——我们拥有健康未来的权利”【孕产健康链接】

关爱母婴两代人健康，
从控制血糖开始
生命孕育是生命周期的起点，
应该予以
高度关注。妊娠期高血糖会对母婴健康造
成不良影响，
所以有必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
识，
确保母婴安全。妊娠合并高血糖状态分
为以下几种情况：
妊娠糖尿病；
妊娠期显性
糖尿病；
糖尿病合并妊娠。市第二人民医院
妇产科主任、
主任医师许苏华回答孕妇有关
疑问。
问：
妊娠期高血糖会对孕妇造成哪些危
害？
许苏华答：
这类孕妇发生先兆子痫、
早
产、
剖宫产、
羊水过多、
产后出血、
感染等的
机会要比正常孕妇高得多。在实施全面二

孩政策的当下，
以往有过孕期高血糖的女性
如果再次怀孕，
发生高血糖的风险增加，
而
且以后罹患 2 型糖尿病、
高血压、
肥胖、
血脂
异常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明显升高。
问：
如果孕妇高血糖会对孩子带来哪些
危害？
许苏华答：
对胎儿或新生儿来说容易出
现早产、
呼吸窘迫综合征、
黄疸、
低钙血症、
低血糖、
血细胞增多、
巨大儿引发的肩难产、
剖宫产增加，
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骨折
甚至死亡等。这类孩子以后发生肥胖、
糖尿
病等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明显增加。
问：
什么时候筛查妊娠糖尿病？

二院儿科：经验丰富 专科特色 口碑不俗
★新生儿重症监护中心：
市首家无陪新
生儿病房，
承接乡镇新生儿转诊任务。自成
立以来，先后收治各类新生儿病人数千例，
成功救治极低出生体重儿、新生儿休克、败
血症、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颅内出血、
新
生儿溶血、呼吸衰竭等各类危重新生儿，技
术水平处于全市领先水平。
★儿科急诊急救中心：
成功救治呼吸心
跳骤停、
惊厥持续状态、
哮喘持续状态、
颅内高
压、
呼吸衰竭、
心力衰竭、
休克等病人数百例，
为儿童的生命健康提供最大的医疗保障。

★儿童康复专科：
拥有康复专科医师和
训练技师数名，
使曾经因为患有新生儿缺氧
缺血性脑病、
颅内出血、
早产儿、
低出生体重
儿、
新生儿黄疸等疾病所导致的多动症、
感觉
统合失调、
脑性瘫痪、
发育落后等患儿的康复
治疗成为现实。
★小儿哮喘专科：
儿科的另一特色专科，
引进国内先进设备和药品，
采用国际最先进
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使困扰患儿和家长多年
的反复咳嗽和喘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儿童营养专科：针对儿童生长发育过

许苏华答：第一次产检就应该筛查血
糖。有妊娠糖尿病高危因素的孕妇，
如果第
一次产检血糖正常，
应该在怀孕 24-28 周进
行75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必要时怀孕晚
期再次评价血糖状况。不属于高危人群的
孕妇，
应该在怀孕24-28周进行75克口服葡
萄糖耐量试验评价糖代谢状态。没有按规
定进行产检的孕妇，
如果第一次就诊已经超
过孕 28 周，
应该尽早进行 75 克口服葡萄糖
耐量试验。
如果不清楚，
应及时到专业妇幼保健机
构咨询、
检查，
让母婴拥有健康的未来。
（二院）

一对一导乐+镇痛分娩技术

在二院生宝宝不再疼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女性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
经历。但是分娩疼痛也给准妈妈们带来恐惧和焦虑，因
此安全、舒适的分娩显得尤为重要。丹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开展的一对一导乐+连续硬膜外麻醉镇痛分娩技术，
可以使您在麻醉科医生、产科医生、助产士的帮助下体
验无痛且安全、舒适的分娩过程。
我院自 2004 年开始施行连续硬膜外麻醉镇痛分
娩。经过十余年的摸索与改进，现行的镇痛分娩技术已
较成熟，能明显减轻产妇的分娩疼痛，镇痛的同时由一
名助产士行一对一导乐，陪伴在产妇身边，给予生活上
的照护和情感上的支持，指导产妇使用腹压的方法，为
其加油鼓劲，让产妇能无痛、自信、安全地度过分娩过
程。
现我院的镇痛分娩率已达到 40%以上，每例镇痛分
娩的产妇都能有一名助产士专门在旁陪伴、指导，降低
程产生最普遍影响的疾病提出合理的科学 了剖宫产率，提高了产妇的满意度。
预防和治疗方案，纠正儿童营养失衡、校正
二院——专业的助产士和麻醉师为准妈妈保驾护
儿童不良习惯，使儿童得到平衡、健康的发 航。

育。
★儿童心理咨询和诊治专科：根据目前
在中小学和学龄前期儿童中普遍存在的学
习困难、多动、注意力缺陷等行为问题而开
设的专科，目前根据学生特点在周末开放专
科门诊。
★新生儿门诊：
针对新生儿这一特殊人群
而开设的专科门诊，
做到就诊优先，
检查优先，
治疗优先，
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发育评价
和行为评定。 儿科咨询热线：
86982615

本周专家门诊
时间

专科

医院、专家、职称

周六

骨科（上午）

解放军 359 医院专家

耳鼻喉科（上午）

江大附属医院专家郭小平

眼科（上午）

江大附属医院专家肖寿华

风湿科

上海长海医院赵东宝

周日

如遇特殊情况，专家门诊时间或有变动，
预约咨询电话：
86989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