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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睡眠达标小学生不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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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问题反反复复问题出在哪里？
皮肤问题因七毒入侵的程度不同，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在血液里，有的在经

络里，有的在幼皮层，有的在真皮层，有的在表皮层，还有虫邪生成了真菌，并且发于外表
部位，形态更是有所差别，所以一种药解决多种病是不科学的，七毒入侵须分型分方，对
证施调，才能从根源断绝病源。仲景张正堂取法于1700年的古方，实行分型分调理，在完整
继承了祖先的秘方和制作工艺的同时，运用了现代技术将有效成分进一步提高升华，上
市以来引起皮肤病患者的高度关注，很多人在疑虑中前去免费体验几次后，好评如潮，在
老百姓中口碑相传。免费体验地址是内蒙古展览馆西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皮肤调理中心，
该机构电话是：0471-2539607

受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8月22日上
午9:30在本公司会议室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

标的：1.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车站东街108号盛
业城市广场1号综合楼101号商铺，建筑面积约
337.64m2，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单价约46544元/平方
米，参考价：1571.5万元。

2.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车站东街108号盛业城
市广场1号综合楼102号商铺，建筑面积约182.59m2，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单价约46985元/平方米，参考
价：857.9万元。

3.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车站东街108号盛业城
市广场1号综合楼103号商铺，建筑面积约286.93m2，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单价约47207元/平方米，参考
价：1354.5万元。

4.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车站东街108号盛业城
市广场1号综合楼104号商铺，建筑面积约377.43m2，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单价约47209元/平方米，参考
价：1781.8万元。

5. 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车站东街108号盛业城
市广场1号综合楼105号商铺，建筑面积分别为
360.57m2，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单价约47430元/平方
米，参考价：1710.2万元。

说明：1.竞买人需持有效证件及参考价20%的保
证金来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2.成交后买受人自行办
理过户手续涉及的相关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成交后
拍卖人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3.展示及报名日期
从即日起至2018年8月20日16时止。4. 请具备优先购
买权及其他相关权益者尽快与我公司联系，如报名
截止前未联系则视为放弃其拥有的相关权益特依法
通知不另行公告。

公司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东街天
和公寓B座7075号

联系电话：0471-5291038 5291428
13848180226

内蒙古万鼎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7日

拍卖公告

我国义务教育质量如
何？有哪些提升和不足？
2015~2017年，教育部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组织实
施了第一周期国家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监测以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973个县
（市、区）的572314名四年
级、八年级学生为对象，分
年度开展德育、语文、数
学、科学、体育与健康、艺
术6个学科监测工作，并对
各学科的课程开设、教师
配备以及学校管理等相关
因素进行测查。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中心发布了《中国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首次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德智体美和学校教育
教学等状况进行了客观呈
现。

学业良好应用能力偏弱

本次监测依据国家课程
标准，对学生的语文、数学、科
学学业表现进行了测查，将
学业表现划分为4个水平段，
分别为：待提高、中等、良好、
优秀。监测结果显示，大部分
学生的语文、数学、科学学业
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

监测结果也显示学生
在综合应用能力方面偏弱。
在语文学业上，学生各项能
力发展较为均衡，古诗文诵
读能力相对较弱；在数学学
业5项能力上，学生的运算能
力相对较强，但数据分析能
力相对较弱；科学学业能力
上，学生的科学理解能力相
对较强，但科学探究能力和
科学思维能力有待提高。此
外，学生养成了基本的阅读
习惯，但阅读时间和阅读量

总体偏低。

体质较好睡眠普遍不足

在体育素质方面，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总体较好，比
较突出的是心肺功能和速度
素质，达标率较高。此次监测
的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的肺
活量达标率和50米跑达标率
均在95%左右，肺活量优秀率
在32%左右，50米跑优秀率在
20%左右。

同时，监测结果也揭露
了学生在身体素质上的问
题———肥胖比例较高、视力
不良问题突出、睡眠时间总
体不足。其中，睡眠时间不足
的情况最为严重。根据教育
部《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
规定，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
应保证10小时，初中生9小
时。监测结果显示，四年级学

生睡眠时间在10小时及以上
的比例为30.7%，八年级学生
睡眠时间为9小时及以上的
比例为16.6%；达到标准的小
学生人数不及总数的1/3，而
达到标准的中学生人数则
不及总数的1/5。

家庭作业多课外报班多

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间、
是否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
班和学习压力感受是衡量
学生课业负担的重要指标。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分
年度调查了数学、语文学科
在以上3个指标上的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四年
级、八年级学生数学、语文单
科平均每天作业时间基本
都集中在30分钟以上，在60
分钟以上的比例也在20%左
右，并且有少数在2小时以

上，部分学生家庭作业时间
过长。

此外，有相当比例的学
生参加数学、语文校外辅导
班。其中，四年级学生参加数
学和语文校外辅导班的比例
分别为43.8%、37.4%，八年级
学生参加数学和语文校外辅
导班的比例分别为23.4%、
17.1%，比例均较高。

被监测学生中，有三成
以上感到很有学习压力。以
数学学习为例，四年级学生
表示在数学学习上感到很
有压力的人数比例为30.7%，
八年级学生表示在数学学
习上感到很有压力的人数
比例为49.4%。

亲子沟通教育方式待

改进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

认为家长对自己最关注的
方面是学习情况、身体健
康、人身安全。相比之下，
家长对孩子道德品质、日
常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或
特长、心理状况的关注则
均未超过30.7%。

监测还发现，部分家
庭的亲子沟通存在不足，
如22.5%的四年级学生和
21.2%的八年级学生认为

“家长从不或几乎不问自
己学校或班级发生的事
情”。部分家长的教育方式
有待改进，如15.4%的四年
级学生和9.9%的八年级学
生认为“家长从不认真听
自己把话说完”，19.3%的
四年级学生和18.8%的八
年级学生认为“家长要求
自己做某件不愿意做的事
情时，从不耐心说明理由”。

（据《北京晚报》）

提高宝宝免疫力、促进
大脑发育、专业抚触师、专业
私教一对一……在商家炮
轰式的广告宣传下，婴幼儿
游泳俨然成为孩子成长中
的一条“必经之路”，即便价
格不菲，还是受到不少家长
热捧。婴幼儿游泳真的像商
家说的那么专业和安全吗？
记者进行了调查。

一池水用一天，卫生状

况如何过关？

记者在北京、兰州等城
市实地采访了解到，婴幼儿
游 泳 单 次 价 格 普 遍 在
60~300元，不仅有“水育”“亲
子游”等概念，游泳馆里还配
备齐全的游乐设施，部分游
泳馆甚至为孩子提供免费
小吃。但是，在“花式服务”背
后，婴幼儿游泳馆的卫生状

况却着实令人担忧。
记者走进甘肃兰州市

雁滩北路一家婴幼儿游泳
馆，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扑
面而来，空气憋闷，游泳馆正
中只有一个大水池，池内没
有任何水温测量装置，池中
的水有些浑浊，池底还有白
色沉淀。

在北京市顺义区一家
婴幼儿游泳馆，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泳池使用的水是自
来水，不经过任何处理，“你
们自己给孩子洗澡用的不
也是自来水吗？”不管是给小
婴儿用的小泳池，还是给6个
月以上的婴儿用的大泳池，
也不论一个泳池接待多少
小客人，都是一天换一次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
科副主任医师张欣表示，婴
幼儿游泳对水质和卫生条
件有严格的要求，要避免常

规泳池中所含氯对婴儿的
刺激，水必须进行清洁处理。
最好是一人一个泳池、一人
一条浴巾，游泳用具也要及
时清洗消毒。

抚触师没有上岗证，内

部培训岂能信得过？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一
些城市，大型三甲医院、妇幼
保健院等都开设有婴幼儿
游泳馆，并配有专业医护人
员看护，提供专业婴幼儿按
摩等服务。而市场上由私人
开设的婴幼儿游泳馆，提供
洗澡、游泳、抚触服务的人员
则大多不具备专业资质。

记者以加盟商身份询
问一家婴幼儿游泳馆全国
连锁机构，对方称只要有资
金、有铺面，就可以开设婴幼
儿游泳馆。对卫生许可证、人

员资质都没有要求。婴儿抚
触、游泳教练等岗位，主要靠
内部培训。

“抚触很简单，都是自
己培训。我到店里第三天就
开始给孩子洗澡按摩，抚触
师没有专业的，我大学学的
是计算机专业，抚触主要是
自己摸索。”兰州雁滩路一家
母婴店的店员告诉记者，闲
暇时，店内唯一有多年抚触
经验的老师会给店员示范
婴幼儿抚触动作。

据了解，具有资质的育
婴师和抚触师必须经过统
一考试，拿到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颁发的资格证书
才有资格上岗。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儿

童保健科主任医师何莉表
示：“抚触不是孩子游完泳按
一按揉一揉那么简单，如果
力度把握不好，容易伤到孩
子。”

监管空白待填补，规范

发展需提速

记者从大众点评网查
询看到，一线城市开设的婴
幼儿游泳馆多达上千个，就
连三四线城市都有上百个
婴幼儿游泳馆。然而，如此庞
大的新兴行业，仍然处于监
管的空白地带。在大众点评
网，不时可以看到家长的差
评。记者粗略浏览，就发现了
多条有关游泳后起疹子、泳

池中有漂浮物的投诉。
然而，目前相关部门还

未对开办婴幼儿游泳馆出台
相关准入要求，也缺少卫生
方面的专项标准。因此，各地
政府尚无法为婴幼儿游泳场
所颁发卫生许可证。同时，工
商部门也没有“婴儿游泳”项
目，大部分婴幼儿游泳馆营
业执照的经营范围都是挂靠
在婴幼儿用品销售上。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
究所所长刘俊海建议，要规
范婴幼儿游泳馆的发展，应
采取综合治理的“组合拳”，
加紧出台相关的行业规范，
厘清卫生、安全等政府各部
门的职责，形成监管合力。同
时，开设婴幼儿游泳馆的商
家应该不断完善现有服务。

“商家不能以政府监管
不完善、相关标准缺失为由，
肆意降低服务标准，婴幼儿
游泳馆的服务至少应该做到
保障婴幼儿游泳的安全。如
果婴幼儿游泳后出现起疹子
或其他不舒服的情况，游泳
馆应该承担相关责任。”刘俊
海表示。（据新华社报道）

婴幼儿游泳如何驶入正轨？

婴幼儿在游泳馆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