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 7 月 5 日，孩子们在武汉市秦园路社区
托管室上课。当日，2021 年武汉市青少年暑
假社区托管项目启动， 首批 114 间市级托
管室正式对外开放。

新华社发（伍志尊 摄）

▲ 7 月 7 日，在浙江安吉昌硕街道天目社
区幸福邻里中心， 志愿者给辖区青少年上
剪纸课。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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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长丰 （双凤 ）经开区聚焦作风转变 ，坚
持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 ，当好 “金牌店小二 ”，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相关工作取得了实质性
成效。

项目就是生命线 。 园区紧紧围绕重点项目 、重点
企业 ，立足实际 ，想实招 、解难题 ，形成主要领导亲自
抓 、 分管领导具体抓 、 职能部门共同抓的工作局面 。
2021 年上半年 ，园区召开项目现场会 、推进会 30 余
次 ，约谈重点项目负责人 50 余次 。 通过 “面对面 ”交
流 ，剖析项目推进滞后症结 ，加快推进项目早日开工
的对策措施 。

园区内现有 11 家企业拟供地的重点项目，其中安徽
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 PLA 可堆肥绿色环
保生物制品项目已提交用电申请， 正在修建临时施工便
道；安徽康诺药物开发有限公司已提交水电报装，将进行
道口破复； 合肥凤之巢产业小镇的智能制造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项目一期已建成投入使用， 目前二期正
在进行土方外运。

问题就是工作表。面对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园区
强化统筹调度，坚持“一周一调度、一月一总结”，精准发
力补齐弱项短板。 针对项目建设单位提出的相关配套设
施建设、土地收储、水电保障、道口破复、土地平整、规划
审批等具体问题，园区相关部门逐一进行梳理分析，找准
症结、破题解扣，以现场办公的形式一一详细解答，确保
项目以最快的速度落地建设。

服务就是竞争力 。 深入推动 “四送一服 ”活动 ，安

排 115 名党员干部包保 236 个企业和 34 个重点项目 ，
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 累计兑现资金
总额超千万元，为 50 余家企业培训人数 1000 余人。不
断推进项目落地生根， 安排专人领办代办， 跟踪做好
前期准备 、证照办理 、要素保障等工作 ，以精准服务促
进项目建设， 做好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 “金牌店小

二”和“五星勤务员”。
长丰（双凤）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园区学习借鉴沪苏浙的好经验好做法，对标先
进增强紧迫感，马上就办强化行动力，力求真正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学习考察成果转化为实现“双千亿、争一流、
做示范”的智慧和力量。 (王雪莹)

近日，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举行“高质量发展，我们
怎么干”大讨论活动座谈会。 园区邀请了中电环保、启格
包装、浙江国强三家企业参加，倾听企业真实诉求，了解
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

在座谈会中，三家参会企业提到了用工难 、生活不
便及物流费用过高等发展问题，园区经济发展局、规划
建设局先后交流发言，“一对一”解答企业难题。 规划建
设局介绍， 园区启动了公租房建设项目， 项目占地 64
亩 ，目前设计方案已基本完成 ，计划下半年 10 月左右

开工建设。 建成后将为企业职工提供 1600 套房源 ，并
配有活动室 、邻里中心 、农贸市场室等 ，有效解决企业
外来职工生活问题，提升园区人才引进能力。 经济发展
局在发言中介绍， 园区正在推进与居然之家集团公司
的商业谈判 ，争取达成协议 ，在园区新建城市综合体 ，
完善园区生活配套功能； 同时， 正在探索物流补贴政
策，鼓励物流企业在园区发展业务，考虑选择优质物流
企业形成合作关系，通过一次性补助等方式扶持发展 ，
提高园区物流服务水平。 会上，园区各职能部门先后发

言， 初步酝酿出了全程代办、 领导包联和问题销号制
度， 为下一步形成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制度打
下了基础。

寿蜀园区负责人在座谈中说， 作为寿县蜀山合作共
建园区，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更要挺身向前，要把合作
共建带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思路用在发展上，提升园
区的服务水平，打造寿县经济发展“强引擎”、产业融合发
展“新高地”、全省南北共建园区“新标杆”。

（梅竹 李先成）

近日 ，方大集团合肥炭素公司搬迁项目高压浸渍
及二次焙烧厂房工程开工仪式在长丰县下塘工业园
举行。

开工仪式现场挖掘机和运输卡车整齐排开 ，一
片喜庆氛围 。 浸渍及二次焙烧项目的开工建设 ，将弥
补合肥炭素二焙产能严重不足的瓶颈 ， 成为该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 并为下塘工业园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 浸渍及二次焙烧项目建设采用了国内
先进的工艺 ，优良的设备 ，完善的环保设施 ，其排放
标准优于国家标准 。 新的工艺 、新的设备将会明显降
低工序成本和员工劳动强度 ，改善工作现场环境 ，提
升产品质量 。

合肥炭素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该项目是合肥炭
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对企业长远稳健发展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 建成投产后，在充分发挥产能、壮大企业
规模、提高市场份额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为按期高质
量建成此项目，企业将从人员配备、资金保障、管理制度
等各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保障项目稳步推进。

连日来，肥东县白龙镇积极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业
水利设施，落实惠农助农补贴政
策，采取多项举措，确保辖区内
种粮农户受益满满。

规整碎片地， 建设高标准农
田。伴随着大型机械的操作声，位于
白龙镇肖凤社区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已接近尾声。该项目总投资 2320
万元， 平整整合土地约 11700亩，
扩建加固小型蓄水工程 97 座，蓄
水能力普遍增加 20%左右。

“现如今，种田方便多了，原
先的碎片田、巴掌田、三拐尖统
统变成了 5-6 亩的规整田，提早
步入了机械化。 ”种田老把式王
家文乐呵呵地说。

疏浚沟渠管道，完善水利设
施。 近些年，白龙镇逐年完善辖
区内 19 座水库、7 条国营干渠和

803 口塘坝，开挖疏浚渠道 47.46
公里， 新建各类渠系建筑物 715
座。 投资约 2446 万元，河流清淤
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 届时农业
的“毛细血管”将全面得以畅通，
困扰多年的抗旱问题将得到有
效解决。

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业保
险。白龙镇现已收割小麦 4.97 万
亩，油菜 3.03 万亩，按 20 元/亩
进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
18308 户，台账清册已建立完毕。
同时 ， 以 92.212 元/亩 ， 合计
17.45 万亩， 发放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 1600 多万元， 农业保险应
保尽保。 “奖补政策及时到位，支
持的不仅仅是资金，更多的是安
心。 ”明教社区的新型农民杨德
平说。

（丁海东 褚有刚）

剪纸作为中国古老的民间
艺术之一 ， 不但是我国民间艺
术中的魂宝 ， 也是世界艺术宝
库中的珍品 。 为进一步带动少
年儿童领略剪纸艺术风采 ，激
发爱国爱党情怀 ，近日 ，合肥市
蜀山区岳西新村社区组织开展
“童心向党迎 ‘七一 ’”活动 ，活
动邀请专业剪纸老师带领孩子
们体验剪纸艺术 ， 和他们一起
感受剪纸的乐趣。

活动开始前，剪纸老师向现
场的孩子们展示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建党 100 周年”等主
题的剪纸作品。 随后，老师在现

场讲解了剪纸的基础知识和剪
纸技巧，并指导孩子们亲身体验
剪纸艺术。 虽然年龄段有点小，
但参加活动的孩子个个都很认
真 ，小小的一张纸 ，经过巧妙的
设计和加工 ，千变万化 ，多姿多
彩，小朋友们按照老师指导的方
法，小心翼翼地从无从下手到初
步成型 ，收获满满 ，既开拓了眼
界，还学到了新的技能。 活动结
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和孩子们手
持作品进行合影。 现场氛围既有
趣又活泼，孩子们也感受到了剪
纸这门传统艺术的魅力。

（孙玉敏 孙雨静）

长丰（双凤）经开区：落实“为民办实事” 当好“金牌店小二”

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精准对接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午季”工作有方 农业生产无忧

下塘工业园：有序推进新项目建设

童心向党 剪纸传情

小朋友们现场学习剪纸技能。

长长丰丰（（双双凤凤））经经开开区区一一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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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到来， 有些家长已经或者正在筹划
为孩子报各种辅导班、补习班。 面对“琳琅满
目” 的培训机构及不菲的培训费， 中消协提
醒，校外培训乱象主要集中在合同纠纷、价格
欺诈、虚假宣传、缺乏资质等方面，广大消费
者应理性看待、慎重选择。

合同纠纷投诉最为集中
2020 年 6 月，四川省阆中市吴先生为其

小孩报了当地一家培训机构的班， 缴纳培训
费用 9000 元，双方签订了培训合同。 孩子学
习了 19 天后，吴先生感觉小孩对该课程没兴
趣，要求该培训机构按照合同载明的“未学满
一个月，按 70%退款”的条款约定，退还自己
现金 6300 元， 但培训机构只同意退款 5000
元，于是消费者投诉至阆中市消委会。经消委
会调解，经营者最终退还了消费者剩余款项。

2020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
析显示，2020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有关教
育培训服务的投诉 56165 件， 其中合同纠纷
24153 件、售后服务纠纷 18048 件、虚假宣传
纠纷 3553 件、服务质量纠纷 3200 件、价格纠
纷 2961 件。 中消协表示，合同纠纷是消费者
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服务缩水、
不按合同约定开课、合同中含有霸王条款、培
训机构单方变更服务协议、 不与消费者签订
正式合同等。其中，不按合同规定为消费者办
理退费尤为突出。

价格欺诈问题突出
今年 6 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对 15 家校

外培训机构处以共计 3650 万元的顶格罚款， 其中违法违规行为最突
出的问题就是价格欺诈，主要表现为虚构原价和虚假优惠折价。

中消协表示，校外培训课程一般周期长、费用高，虽然教育部门规
定只能提前收取 3 个月费用，但一些培训机构常常采取“买三赠三”等
方式，忽悠家长一次性缴纳较高的费用；有的还诱导家长采取分期付
款或者贷款等方式来支付，对贷款利率、风险提示等却刻意隐瞒，家长
稍不留神就会落入陷阱。 此外，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跑路”事件时有
发生，消费者面临既上不了课、又拿不回钱的困境。

虚假宣传备受诟病
2020 年 8 月 5 日， 刘先生来到河南省开封市消费者协会投诉开

封市某培训机构。 刘先生称，该培训机构负责人亲口保证能过中招建
档线，便为孩子报了该培训机构的辅导班，共缴费 19800 元。中招考试
后，刘先生的孩子离建档线还差几十分，与当初承诺相差太远。

中消协表示，虚假宣传也是备受消费者诟病、引发投诉较多的问
题之一，主要表现有夸大宣传培训效果或成绩、夸大宣传师资力量、夸
大培训机构资质或者实力、虚假用户好评等方面。

按照规定， 校外培训机构必须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才能开
展培训，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 但实际上，校外培训机构证照不
齐或任课教师缺乏资质等问题大量存在。 缺乏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往
往师资队伍不稳、教学水平较差，严重影响服务质量，引发消费者不满。

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对校外培训的认知要回归理性，理性客观
看待培训机构广告中的 “通过率百分百”“快速大幅提分”“一线名师”
“命题人授课”“包过”“0 元课程”等宣传，做到不轻信、不盲从。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今日关注·暑期孩子去哪儿

“公办托管班”来了！ 如何办好、管好？
近日，北京、江苏、河南等全国多地教

育部门表示将开办面向小学生的暑期托
管班，令一些正在发愁暑期“看护难”的家
长喜出望外。 人们普遍认为， 由政府部门
开设“公办暑期托管班”值得点赞。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三亚等地已经
探索假期托管服务多年， 解决了部分家庭
孩子无人看护的难题，受到群众好评。但专
家认为，要将这一服务持续开展下去，还需
破解好相关服务人员和经费的来源问题，
积极探索校内、 校外人员共同参与的多元
教育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

“托管班”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北京市教委 ７ 月 ２ 日发布消息表示，
将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开展托管服
务。当日晚间，北京东城区家长王女士接到
班主任通知，学校将于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８ 月 ３
日开展托管服务，参加的同学可以报名。

“托管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
放图书馆 、阅览室，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
动等，地点在校园内。 托管适当收取费用，
对家庭困难学生免收托管服务费用。 ”王
女士说，这个举措非常好。 但因为之前考
虑到孩子暑期无人看管，已经安排好跟爷
爷奶奶回老家了， 今年就先不参加了，下
次肯定会争取。

上海早在 ２０１４ 年就依托社区创办了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 并逐步实现全市所
有街道、乡镇全覆盖，今年暑期已经开班。 ７
月 ６ 日， 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内的爱心暑托班办班点， 三年级
女孩盈盈来到教室，惦记着要来上茶艺课。
她的奶奶说，这里午饭好吃、课程也有趣，
孩子很喜欢。

记者看到，教室布置得犹如一个儿童
乐园，两间宽敞的房间内，各有统一着装
的 ５ 名志愿者照看 ２０ 名孩子， 课程内容
很丰富，有党史、科创、非遗技艺、棋艺等，
还有体育锻炼时间。

在校内开展暑期托管也有先例， 三亚
市吉阳区自 ２０１７ 年开展小学生公益暑期
托管课堂项目， 学生除需要缴纳午餐费用
外，其余课程免费。 “今年有 ２６００ 多人报名
托管服务，占全区小学生人数的 １ ／ ６，托管
点覆盖城区四成小学。 ”三亚市吉阳区教育
局局长侯雪华说，今年起，吉阳区的经验推
广至全市， 各区都将探索在校内开展暑期

托管服务，以缓解小学生暑期看护难。

需逐步破解托管定位、
人员保障等新挑战

记者采访了解到， 各地在探索暑期托
管服务的过程中， 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不同
的发展模式。 无论是依托街道、社区，还是
依托学校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都需要进一
步解决好定位以及人员、经费等保障问题。

———服务群体定位是否清晰？ “７ 月 ５
日是报名第一天， 全校有十几名学生明确
了意向。 ”北京一位小学校长说，我们附近
三所学校的学生集中到一所学校托管。 在
报名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 教师的自愿原
则，发现一些家庭确实存在困难，比如双职
工、老人身体不好、单亲等原因需要托管。

北京家长孙女士表示， 学校发放了调
查问卷，并强调家中确实无人看管、社区不
具备看护条件才能报名。 “感觉这个托管班
的定位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如果托管对象
主要针对困难家庭， 我们就不给老师添麻
烦了。 但大多数家庭实际上都对假期托管
有需求， 还是希望这项服务能面对更广泛
的人群。 ”她说。

———孩子的暑期需求是否满足？ “几年
前暑托班刚开办时，上海家长们并不积极，
觉得课程不够丰富，孩子收获不大。 ”上海
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团工委副书记朱婷婷
说，这几年通过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增加了
艺术、科技等趣味课程，现在上海的爱心暑
托班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青睐， 今年报名
开通后几十秒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物美价廉的服务如何持续 ？ 目
前，各地托管服务均为公益性质 ，每天收
费从免费到几十元不等，补贴主要来自各
级政府。

如上海为期三周的托管班收费 ６００
元 ／人，主要用于购买社会组织的课程，不
足的部分由街道补贴。 此外，上海通过招
募志愿者的方式补充人员保障，今年共招
募超过 １２０００ 名学生志愿者。

三亚市吉阳区暑期公益课堂采取 “政
府采购＋志愿服务”的模式，２０２１ 年，政府预
算了 ５０ 万元暑期公益课堂专项经费，除了
课堂费用， 还可以给学生购买意外伤害险
以及提供 １００ 元 ／日的志愿者补助及志愿
者餐费等，平均每个孩子投入不到 ２００ 元。

一位基层教育管理者说，活动在校园

内场地不用额外付费，主要需要支付水电
费、保险费用、志愿者的管理费用等。 公办
托管服务事实上并不需要花费很多财政
资金，能否办好关键在于组织者的精心设
计、安排和责任心。

“暑期托管”要考虑教师权益

受访业内人士提出 ，学校 、社区开展
“公办暑期托管”是政府的惠民之举，在减
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减少校外培训
给孩子带来的压力，体现了政府对百姓诉
求的回应。 但再好的“托管班”都不能成为
孩子暑期生活的替代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执行院长张志勇提出，在开设托管服务中
要关注教师的合法权益，不要将暑期变成
“小学期”。 学校在假期开展托管服务的同
时， 必须努力保障教师的带薪休假权，在
实践中探索建立和完善教师轮岗轮休制
度。 对参加暑期托管服务的教师，应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加班工资。

此外，要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 ，鼓励
各地探索不同模式的暑期托管服务。 不仅
学校、街道可以开展托管服务，少年宫、科
技馆 、 儿童活动中心等校外公共教育场
所，都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
或者优惠开放。

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吴振东 赵叶苹
（据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７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