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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进一步保障公
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决定对氨酚麻美口
服溶液、氨酚麻美糖浆、小
儿氨酚烷胺颗粒、氨酚伪麻
那敏咀嚼片、小儿复方氨酚
烷胺片、小儿氨咖黄敏颗
粒、氨金黄敏颗粒、氨咖愈
敏溶液、儿童复方氨酚肾素
片、氨咖黄敏口服溶液、氨
酚伪麻那敏分散片（Ⅲ）、小
儿氨酚那敏片、小儿氨酚黄
那敏片、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等14个品种药品说明书
进行修订：

一、增加警示语：“不建
议家长或监护人自行给2
岁以下婴幼儿使用本品，应
在医师或药师的指导下使
用。”

二、修改和新增注意事
项：

增加“不建议家长或监
护人自行给2岁以下婴幼
儿使用本品，应在医师或药
师的指导下使用。”

增加“应严格按照药品
说明书用法用量使用，避免
用药过量。”

将“不能同时服用与本
品成份相似的其他抗感冒
药”改为“应避免合并使用
含有相同或相似活性成份
的抗感冒药。”

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
持有人应依据《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
说明书修订要求，提出修订

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21年7月21日前报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
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
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在备
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
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
备案后9个月内对所有已
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
予以更换。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使
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
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
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
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指导
医师、药师合理用药。

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
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的修订
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
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
分的获益和风险分析。

患者及其监护人用药
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应
严格遵说明书及医嘱用药。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本
品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按要求做好相应说明书修
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
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
厉查处。（据央视新闻）

家长注意
这些药别乱用
国家药监局修订14个品种药品说明书

教育部：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
业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记者在25日下午的教
育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通
知》强调要严格控制书面作业
总量，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
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
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
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不超
过90分钟。同时，《通知》明确
提出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
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
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
业，让作业回归到学校育人环
节中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吕玉刚介绍，目前，个别地方
和学校仍存在作业功能异化、
数量过多、质量不高、育人功
能发挥不够等问题。《通知》针
对上述问题，立足于切实发挥
好作业的育人功能和减轻学
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提出要求。

据悉，《通知》共提出了十
条措施，具体要求有：加强作

业指导，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
教学和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
生尽量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
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
与时间管理能力；认真批改反
馈，教师对布置的学生作业要
全批全改，并采取集体讲评、
个别讲解等方式有针对性地
及时反馈，加强对学习有困
难学生的辅导帮扶，切实解
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创新作业类型，学校要合
理布置书面作业、科学探究、
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会与
劳动实践等不同类型作业，充
分体现“五育并举”，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通知》要求，提高作业质
量。一是体现基础性。确保作
业难度不超过国家课程标准
要求，鼓励学校系统化选编、
改编、创编符合学习规律、体
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
业。二是提高针对性。针对学
生不同情况，精准设计作业，
根据实际学情，精选作业内

容；鼓励布置分层作业、弹性
作业和个性化作业。三是注重
发展性。鼓励教师科学设计探
究性作业和实践性作业，探索
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切实避免
机械、无效训练，严禁布置重
复性、惩罚性作业。

为建立作业管理长效机
制，落实部门主体责任，《通
知》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将
作业管理纳入县域义务教育
和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导学
校完善作业管理细则；经常性
组织开展教师培训和教研活
动，举行优秀作业评选与展示
交流活动。督导部门要将作业
管理作为规范办学行为督导
检查和责任督学日常监管的
重要内容。教研机构要加强对
学校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研究
和指导。学校要切实履行作业
管理主体责任，加强作业统筹
和全过程管理，把作业设计、
批改和反馈情况纳入对教师
专业素养和教学实绩的考核
评价。（据央视新闻）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
电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获悉，由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的首个国产大飞机生产
试飞中心——中国商飞江西
生产试飞中心 24 日全面竣
工，标志着我国已形成从科
研设计、生产试飞到交付运
营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大飞机

产业链条。
据中铁十八局集团商飞

项目负责人张明灿介绍，中
国商飞江西生产试飞中心位
于江西省南昌航空城核心区
域，主要功能是承担国产
ARJ21飞机的生产试飞支持
和运营保障等。项目占地面
积24.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约4.6万平方米，主要包括交
付中心、完工中心、喷漆机
库等 16 个建筑单体及机坪
区。项目正式投产后，可实现
每年完工交付约30架次飞机
的产能目标。

该中心的建成对促进国
产大飞机加快实现商业化运
营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首个国产大飞机生产试飞中心竣工

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教
育培训机构组织专项检查，依
法查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价
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为。

经查：
1.北京百家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跟谁学）通过
其运营的官方应用程序“跟谁
学”销售的多款培训课程，销
售页面显示诸如“￥11998
元，联报优惠￥3880”的优惠
活动，但￥11998在优惠活动
前未实际成交过，属于“利用
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
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违
法行为。

2.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学而思）通
过其运营的天猫商城“学而思
网校官方旗舰店”销售的多款
培训课程，销售页面显示诸如

“ 价 格 ￥799.00，促 销 价
￥20.00”的促销活动，但价格
￥799.00在促销活动前未实
际成交过，属于“利用虚假的
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

骗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与其
进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

3.北京新东方讯程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东方在线）通过其运营的官方
网站“新东方在线”销售的多
款培训课程，销售页面显示诸
如“优惠后￥199 ￥2160”的
优惠促销活动，但价格￥2160
在优惠促销活动前未实际成
交过，属于“利用虚假的或者
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
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
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

4.北京高思博乐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思）通过其运营的“高思教育
App”“（高思教育小程序）”等
渠道销售的多款培训课程，销
售页面显示诸如“原价1770，
￥214”的销售活动，但原价
1770元在销售活动前从未实
际成交过，为虚构原价，属于

“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
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
格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价格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
条“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
条的规定，利用虚假的或者使
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
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的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对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
在线、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训
机构上述价格违法行为分别
给予警告和50万元顶格罚款
的行政处罚。

下一步，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将持续加强校外教育培训
机构执法，重拳查处虚假噱头
宣传和虚假广告、以划线价等
形式虚构原价、价格欺诈、未
对相关资质进行公示、利用合
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
未经许可擅自开办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等违法违规行为，严
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利益。

（据央视新闻）

北京四家校外培训机构
被顶格处罚50万元

据新华社合肥4月25
日电 光以每秒30万公里
的速度运动，让它“慢下来”
乃至“停留下来”，是重要的
科研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5
日发布消息，该校李传锋、
周宗权研究组近期成功将
光存储时间提升至1小时，
大幅刷新8年前德国团队
创造的1分钟的世界纪录，
向实现量子U盘迈出重要
一步。国际学术期刊《自
然·通讯》日前发表了该成
果，审稿人认为“这是一个
巨大成就”。

光是现代信息传输的
基本载体，光纤网络已遍布
全球。光的存储在量子通

信领域尤其重要，因为用光
量子存储可以构建量子中
继，从而克服传输损耗建
立远程通信网。另一种远
程量子通信解决方案是量
子U盘，即把光子保存起
来，通过运输U盘来传输
量子信息。考虑到飞机和
高铁等运输工具的速度，
量子U盘的光存储时间需
要达到小时量级，才有实用
价值。

量子U盘对构建全球
量子通信网具有重要意
义。李传锋介绍，为实现量
子U盘，不仅要高精度的

“留住光”，还要提升信噪
比，这也是他们下一步努力
的方向。

“留光”1小时
迈向“量子U盘”
我国科学家刷新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