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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延时服务”
面面观
阴
长期以来，我市大多数小学下午 4 点 10
分就会放学，而此时正忙于工作的家长们却
无暇接孩子回家。于是，
在巨大的需求下出现
了许多校外托管机构，但因缺乏有效的监督
管理机制，导致这些校外托管机构“野蛮式”
生长，并由此引发了“四点十分现象”
，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
为有效解决家长们面临的这一普遍性的
难题，从去年开始，我市尝试在市第一实验小
学推行了弹性离校（即课后延时服务）试点。
日前，按照江苏省、扬州市的相关要求，我市
教育体育局、发改委、财政局与人社局等 4 部
门联合向全市各中小学校正式下发了 《关于
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全面推行“课后延时服务”
，以缓解部分
家长接孩子放学难问题，进一步增强教育服
务能力，积极构建中小学课内外相结合的良
好育人生态。
记者了解到，该文件下发以来，我市已有
不少学校推行了该项服务。那么，这项“弹性
离校”措施出台后，社会各方反映如何？试行
的效果怎样？未来还有什么方面需要改进？为
此，近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已开展“弹性
离校”
服务的学校。
体验：写作业不再拖拉，
学习不再是负担
3 月 4 日下午，放学铃声响起，市第一实
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吴蕊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背
起书包离开校园，而是安静地坐在教室里，认
真地写作业。遇到数学作业难题时，
吴蕊起身
来到老师身边请教，经过老师一番细心的讲
解，她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理。
吴蕊的父亲在开发区一家企业工作，母
亲在一家服装厂上班，以前放学要么是被爷
爷奶奶接回家，遇到难题老人们没办法辅

记者 管玮玮

导；要么是跟母亲去服装厂生产车间，那里
的环境乱糟糟的，根本没法学习。如此一来，
完成作业成了吴蕊最头疼的事。自从去年参
加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后，在老师和同学的
陪伴下，吴蕊每天都能在回家前轻松地完成
作业，写作业再也不拖沓了。
“原来在家做作
业不会的题目只能空着，有时候这些难题就
放过了。每次考试，成绩都不理想。参加学校
课后延时服务后，有不会的题目可直接请教
老师，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吴
蕊说。
四年级学生赵阳在参加课后延时服务
前也有着同样的困扰。他家开着两家饭店，
父母一直都在忙着店里的生意，根本没有时
间辅导他的作业。先前放学回家后，他都是
一边玩一边写作业，每天都要写到晚上九十
点钟才能写完。
“自从我参加课后延时班后，
现在的作业基本都能在学校写完，难题还有
老师辅导，感觉上学也没有那么累了。”赵阳
开心地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市第一实验小学
作为我市首家推行弹性离校措施的学校，许
多已参加一年“课后延时”服务的学生，不但
改变了写作业拖沓的问题，作业的质量也有
了明显的提高，他们中许多孩子的成绩都有
了不同程度地上升。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的课后延时服务实行
时间不长，但也深受孩子们欢迎。二年级学生
石嘉嘉告诉记者，学校课后延时服务期间，他
参加了学校的经典阅读社团。
“我现在发现自
己越来越喜欢读书了。”石嘉嘉兴奋地说。
反馈：
解决了接送难题，
孩子逐渐养成了好习惯
在市第一实验小学四年级教室内，看着学生
们认真学习的样子，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谢郁

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 课上的时间有
限，利用课后延时服务时间，既能帮孩子们查
漏补缺，还能增进和孩子之间的感情，这一个
小时真的起了大作用。”
谢老师告诉记者，班上有些学生原来
的学习习惯不是很好，但在课后延时服务
期间，他们看到其他同学都在学习，自己也
主动拿出了课本学习。有时他们还找来课
外书阅读，并和老师们交流，成绩有了明显
的提高。其他班级的班主任也表示，尽管要
比以往花更多的时间、心思和精力去辅导
孩子的学习，但看到孩子们能够更加积极
主动地去学习，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与老师的感受一样，许多家长对课后
服务也纷纷点赞。
“以前学校没有课后延时
服务的时候，为了让孩子放学后能有一个
去处，我只有给孩子报那种校外的托管班。
可上了几天以后，我发现孩子的作业完成
质量不但没有提升，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新
的问题。现在学校开设了课后延时课堂，每
天 孩子 在 学 校 就把 该 做 的 作 业 都 完 成 了 ，
而且还能够在 5 点左右就放学。孩子和家
长的幸福指数都提高了不少。”家长章金瑞
笑着说。
“这样既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能
适当减轻家长们的经济负担，真是一举两
得。”家长刘霞说，新学期本来打算给孩子在
校外报一个绘画班，但老师说学校今年将推
行“课后延时服务”，会有专门的绘画辅导，
而且还免费，再也不要花额外的钱到校外培
训机构了。
市第一实验小学的校长姚国平告诉记
者，该校课后延时服务内容丰富多彩，既满足
了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
个快乐轻松的学习氛围。

建议：
丰富课后延时服务内容，
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我市的课后
延时服务已在城区不少学校推开，但目前我
市出台的文件，并没有对学校开展课后延时
服务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规定，且在监督管理
方面的规定也较为笼统。一些家长和业内人
士对此提出了许多建议。
一位教育界人士认为，目前，市第一实验
小学作为我市首个推行课后延时服务的学
校，经过一年多的运行，目前，全校近 40 个
社团可以接受学生自由选择。但除此之外，我
市大部分学校今年春学期开展课后延时服务
的内容都较为单一。为了能够增强教育服务
能力，他建议今后各中小学可基于实际，建立
更多赋有内涵和特色的社团，并利用学校教
师、图书室、阅览室、操场和活动室等教育教
学设施，为学生提供课后延时服务，学生也可
自主选择课后服务内容。同时，我市可积极借
鉴外地做法，鼓励学校与经过主管教育行政
部门核准的法人、团体及组织签订协议，聘任
部分体育、艺术、绘画、音乐等方面专业辅导
人员到校内从事课后延时服务工作，或者发
挥名师、家长义工、志愿者及家长引领作用，
借力社区资源，以丰富的内容和温馨的服务
温暖学生课后时光。
许多学生家长也表示，课后延 时 服务
不是简单地看着孩子写作业、进行一些简
单的文体活动，而是要开放学校的各类资
源，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个性化选择。但是
不可回避的是这一措施也会无形中给学校
和老师增加压力，增添负担。因此，为了确
保服务的质量，我市相关部门要及时出台
详细监督管理措施，定期或不定期对各校
进行循环监察，确保这项民心工程能够真
正实施到位。

储蓄国债那些事儿
1.什么是储蓄国债？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通过储
蓄国债承销团成员面向个人销售的不可流通的人民币国债。
2.储蓄国债有哪些优点？
（1）信用等级高，安全性好。储蓄国债由财政部代表中
央政府发行并还本付息，信用等级高于其他债券或银行理
财产品。
（2）收益稳定。储蓄国债发行利率稳定且高于同期限
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相对较高。
（3）变现灵活。投资者可按相关规定在到期前提前兑
取持有的储蓄国债，获得相应资金。当投资者需要贷款时，
可用储蓄国债作为质押物，到原购买银行办理质押贷款。
（4）认购起点低，发行期次多，业务办理方便。储蓄国
债以一百元为起点并以百元的整数倍发售，全年多数月份
都有发行，遍布全国各地的约 11 万个承销网点均可办理
业务。储蓄国债（电子式）可通过部分承销团成员网上银行
办理相关业务。
3.储蓄国债的发行期间？

目前每年 3 月至 11 月的 10 日至 19 日为储蓄国债的
销售日。
4.可以优先或预约销售储蓄国债吗？
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文件规定，不得提前预
约销售，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特定投资者（包括 VIP 客户）优
先销售国债。
5.可以由他人代办认购储蓄国债吗？
可以。代办时，代办人须携带投资者和代办人的有效身
份证件，认购储蓄国债（电子式）还需携带投資者个人国债
户和资金清算账户凭证。
6.储蓄国债（凭证式）收款凭证遗失该怎么办？
投资者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购买储蓄国债（凭证
式）的银行网点柜台办理挂失。
7.储蓄国债起息日是哪天？
储蓄国债（凭证式）购买当日起息，储蓄国债（电子式）
则是发行期首日起息。
8.储蓄国债的付息方式？
储蓄国债（凭证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储蓄国债（电

子式）则是按年计息，到期还本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9.储蓄国债到期兑付方式？
储蓄国债（凭证式）柜台办理（签立约定转存协议的除
外），储蓄国债（电子式）则是本息资金自动划入投资者资金
账户。
10.储蓄国债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购买？
目前，高邮地区的国债投资者可通过以下储蓄国债承
销团成员购储蓄国债：
序号
1
2
3
4
5
6

机构名称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序号
7
8
9
10
11

机构名称
江苏银行 *
光大银行
南京银行 *
邮储银行
恒丰银行 *

上表中标 * 号的营业网点均已开办了储蓄国债 （凭证式）
到期委托兑付约定转存业务。

食品安全快检信息
绎本周食品安全快检概述
3 月 7 日至 13 日，我局共开展食品安全快检 8436 批次，其中
蔬菜 6405 批次，畜禽肉 1299 批次，水果 29 批次，其他 703 批次，
本期抽检覆盖全市 40 个农贸市场，81 家超市。检测项目主要有农
药残留、瘦肉精、二氧化硫等 10 项，农药残留检测占 76.30豫，瘦肉
精检测占 15.39豫，二氧化硫检测占 6.27豫，吊白块检测 0.87豫，亚
硝酸盐检测 0.81豫，溴酸钾检测 0.07豫，硼砂检测 0.02豫，甲醛 检
测 0.08豫，硫酸铝钾检测 0.17豫，甜蜜素检测 0.02豫。本期食品快
检检测的散装蔬菜、干货、肉及肉制品等均为普通群众消费量比较
大的食用农产品，采样主要集中在农贸市场、商场超市，涵盖全市
城乡，结果显示合格率达到 99.46豫，说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该类
食品基本可靠。
绎消费警示

一个城市一个家

阴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期检测的食用农产品（食品）中，
阳性 46 批次，
阳性率 0.54豫。阳
性批次中，亚硝酸盐超标 16 批次，阳性率 0.19豫，主要是牛肉和雪菜
等；二氧化硫超标 28 批次，阳性率 0.33豫，主要是干百合、生姜和腐皮
等；
硫酸铝钾超标 1 批次，
阳性率 0.01豫，
主要是油条；
农药残留超标 1
批次，
阳性率 0.01豫，
主要是茄子。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上述阳性食品（食
品农产品），
我局均已及时通知经营者下架销毁，
或转为监督性抽检。
绎大肠菌群超标的小常识
大肠菌群，
指在一定培养条件下能够发酵乳糖、
产酸产气的需氧或
兼性厌氧革兰氏阴性无芽孢杆菌菌群。
大肠菌群作为污染指标菌，主要是以该菌群的检出情况来表示食
品中有否存在污染。大肠菌群数的多少，
直接说明食品污染的程度，也
反映了对人体健康危害性的大小。若食品中大肠菌群超标，
说明该食品
卫生状况达不到基本的卫生要求。大肠菌群将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
加

食品安全靠大家

速食品的腐败变质，
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消费者食用了大肠菌群超标
严重的食品，
很容易患肠道疾病，
可能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危害人
体健康安全。
造成食品中大肠菌群超标的主要原因是二次污染，如餐具以及加
工器具没有定期清洗消毒、
操作人员在上完卫生间后洗手不彻底等，
都
会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卫生状况。心、
呕吐等不良反应，
严重时会对血
液系统造成损害。

曝光栏
生产日期/批号 被抽样单位及地址

生产企业名称
检测项目 检验结论
及地址

产品名称

商标

勺子

/

2018-9-13

高邮市双华小吃部

/

大肠菌群

不合格

小碗

/

2018-9-11

高邮市临泽镇
怡仙大酒楼

/

大肠菌群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