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谢理红 刘
书文 记者钟剑灵冤 怀上
双胞胎是不少夫妻的真
切愿望袁但如果其中一个
宝宝野淘气冶没有乖乖地
待在妈妈子宫内袁也就是
我们说的宫内妊娠合并
宫外孕袁这将严重威胁到
妈妈和宝宝的生命安全遥

近 日 袁25 岁 的 杨 女
士袁 体外胚胎移植 27 天
后袁来市妇保院检查袁B 超
检查发现种植在子宫内
的两个受精卵袁一个在子
宫内安家袁 而另一个竟
野调皮冶 地游走到了右侧
宫角部扎根袁这种情况极
为罕见袁发生概率仅为万
分之一遥

得知自己的情况袁杨
女士万分难受与紧张遥 难
受的是袁万分之一的概率
竟然会发生在自己的身
上曰紧张的是袁两个宝贝
是否要因此放弃遥 据悉袁
2020 年杨女士因野异位妊
娠冶 双侧输卵管已切除袁
自然受孕已不可能袁此次
移植成功也十分不易袁孩
子的到来弥足珍贵遥 现实
的打击袁使杨女士一家无
所适从遥

该院妇科主任钟柏
林从 B 超检查中得知袁宫
内胎儿发育良好遥 由于情
况危急袁钟柏林团队通过
综合评估袁 并与杨女士及其家属积极充分
的沟通袁得到杨女士及家属的同意后袁立即
进行腹腔镜诊治术遥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袁仅半个小时就顺
利完成袁成功保留宫内胎儿袁术后 B 超检
查提示宫内胎儿胎心发育一切正常遥 现在
杨女士已平安出院袁并在该院产科门诊建
档遥

业内人士指出袁 宫外孕在早期妊娠
妇女中发生率约为 2%-3%袁 手术治疗是
最常用的治疗手段遥 单纯的宫外孕手术
是妇产科常见手术之一袁 而宫内孕合并
宫外孕手术则相对复杂袁 既要快速安全
完成手术袁 又要做到不影响宫内正常着
床受精卵遥 要想尽善尽美的完成手术袁需
要麻醉师尧护士等医务人员密切配合袁更
需要主刀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精湛的
技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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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袁 教育部召开校外教
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遥 教育部
官网显示袁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
主要职责是院承担面向中小学生渊含
幼儿园儿童冤 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
工作袁 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
建设袁 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
政策遥 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
培训渊含线上线下冤机构设置尧培训
内容尧培训时间尧人员资质尧收费监
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袁
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袁
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执法遥 指导
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
动遥 及时反映和处理校外教育培训
重大问题遥

最近一段时间袁校外培训机构乱
象频频进入监管视野遥 市场监管总局
表示袁 将持续聚焦民生领域案件袁加
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执法力度袁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袁规范市场经
营秩序遥6 月 1 日袁市场监管总局披露
了对新东方尧学而思尧思考乐等 15 家
培训机构虚假宣传尧价格欺诈行为的
处罚情况袁 上述机构全部被顶格处
罚尧从重处罚袁合计罚款 3650 万元遥

从全国 12315 平台投诉举报情
况看袁2020 年全年受理教育培训服务

投诉举报 15.5 万件袁占投诉举报总量
的 8.2%袁在服务类投诉举报中排第 4
名遥 2021 年第一季度袁教育培训服务
投诉举报达到 4.71 万件袁 同比增长
65%袁排名升至第 3 名遥校外教育培训
机构既是教育机构袁同时也是经营机
构袁其中乱象袁不仅有虚假宣传尧价格
欺诈袁而且有违规办学尧超前教育等遥
继市场监管总局重拳出击之后袁教育
主管部门亮出了 野新武器冶要要要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司的成立袁意味着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有了专门的监督管理
部门遥

按照机构设置袁校外教育培训监
管司有两大关键任务袁 首先是确定
科学的准入门槛袁 其次是建立完善
的备案审查机制遥 现实中袁校外教育
培训之所以成为民生痛点和管理难
点袁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准入门
槛失守遥 因为准入门槛较低袁一些社
会资本将校外教育培训当作贩卖焦
虑的利器袁 肆无忌惮地通过营销推
广加剧教育内卷袁 将学生家长当作
任人宰割的野唐僧肉冶遥 科学的准入
门槛袁不仅意味着要剔除唯利是图尧
浑水摸鱼的不良机构和个人袁 同时
意味着不能因门槛过高加剧正常培
训机构的合规难度和生存困境遥 在

此基础上袁 完善备案审查机制意味
着袁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一切经营
性活动袁 都必须接受全方位的监督
和监管遥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袁市场监管总
局明确了三个野不允许冶院不允许虚假
宣传袁不允许价格欺诈袁不允许损害
消费者权益遥 贯彻三个野不允许冶袁不
仅需要雷厉风行的态度袁更需要一个
协调指挥的常态化管理机构遥 校外培
训机构良莠不齐的状况袁一方面加剧
了学生家长的选择困难和风险袁另一
方面也放大了多头管理的困境和人
员紧张的现状遥 因为缺少专职的监管
队伍袁教育部门很难对校外培训机构
进行实时监管袁同样因为人员捉襟见
肘袁多头管理模式中袁很容易出现监
管野空白地带冶遥

教育部新成立的校外教育培训
监管司袁无疑是针对违规校外培训机
构的一记重拳院设置专职部门意味着
监管将制度化和常态化袁跨部门分工
合作也将更加顺畅遥 在明确了顶层设
计之后袁接下来袁各地教育部门都有
必要积极执行袁认真配合袁做出更多
更细致的管理措施袁确保打击违规培
训能看到效果袁保障公众利益不受到
伤害遥

日前袁壬田镇中心卫生院组织医务人员袁深入到辖
区内的几个敬老院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尧疫苗接种注意
事项尧筛查甄别并动员符合接种条件的老年人接种新冠
疫苗袁力争疫苗接种一个不落袁为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尧
疫苗接种工作有序进行打下基础袁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
生命健康安全遥

杨晓文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企业关爱职工
获夸赞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7 月 30 日袁瑞金
顺通机动车检测站邀请医务人员到公司袁
对 20 名职工进行健康体检袁此举体现了公
司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袁 得到了广大职工
的拥护和赞誉遥

当天袁医务人员携带检测仪来到企业袁
体检的项目主要有心肌健康袁 视网膜血
管袁脑肿瘤袁内分泌失调袁动脉弹性等遥 据
了解袁 公司坚持职工体检制度常态化袁连
续多年为职工体检袁让职工明白自身身体
状况遥

企业员工的身心健康关系到企业团队
的素质建设袁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遥
该企业职工纷纷表示袁 体检是非常有必要
的袁 通过体检能够让职工及时了解自己的
身体状况袁有针对性地对疾病进行预防袁加
强身体锻炼袁 让大家以更加健康的身体和
心态投入到工作中袁 为公司的发展壮大贡
献力量遥

校外教培，规范发展离不开常态监管
阴赵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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