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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知道西宁有 123 家校外
民办培训机构！

你可能不知道培训机构的“名
师”并非师出名门！

你可能也不知道多家暑期培训班
已火爆到一小时名额售罄！

课外培训让人几多欢喜几多愁！
一边是各种培训机构的方兴未

艾，一边是主管部门的专项治理，一
边又是“被培训”者的矛盾纠结……
暑假将至，西宁的培训市场又掀起一
场狼烟四起的“江湖大战”，你家的孩
子“被培训”了吗？近日晚报记者对
我市校外培训市场情况做了实地调查
采访。

家长蜂拥而至家长蜂拥而至 培训班很火爆培训班很火爆

时值 6 月初，我市某英语培训机
构暑期培训班名额放出一小时即被家
长抢购一空，没有报上名的家长沮丧
地守候在报名处久久不愿离开，希望
还能等到增加名额的消息传来。还有
一部分家长转而寻找其他培训机构。
一名家长接受采访时说：“我问了另外
一家，比这里学费贵一倍，名额还没
满，实在不行就去哪儿吧。”

临近暑期，大量学生从学校出
来，看管责任落到家庭里，可是许多
家长却因工作无暇顾及他们。忧虑的家
长想到一个好办法——去校外培训机
构，那里既可以避免学生因放假荒废学
业，还能保障孩子不乱跑疯玩。特别是
幼小衔接班、小升初提高班、中考培训
班、高考培训班，这些有针对性的培训
更迎合了家长的需求。记者调查了几家
类似的特定培训机构，培训价格都不
低。幼小衔接班暑假招生培训授课15
日，学费3500元左右；小升初提高班
暑假授课15日 （实际每天授课只有半
天），收费4800元左右；中考培训班和
高考培训班收费更高，15日达到5000
元以上。即使收费不低，这些培训班仍
是供不应求，蜂拥报名的家长，就怕拿
着钱却买不到名额耽误了孩子。

教师从哪儿来教师从哪儿来 水平参差不齐水平参差不齐

据西宁市教育局职业教育和社会
教育处的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
前，我市登记在册的共有 123 家校外
民办培训机构，其中学科类的校外培
训学校达64家。在西关大街和五四大
街记者看到，有的校外培训班租用写
字楼办学，有的租用民居做教学点，
有的干脆打出招生广告，诸如中高考
提分 100 到 120 分，中高考押题讲座
……令人眼花缭乱。记者随机走进几
家了解情况。一所培训机构的接待人
员称：“教师都是名师团队，来自国内
著名师范类学校。”这家培训机构的接
待人员还不忘提醒记者，最近暑假班
的名额紧张，如果要报名的话得抓紧
时间。当记者提到学校正在登记学生
校外上校外辅导班的情况时，这位接

待人员表示：“我们培训机构属于正规
办学，有办学资质，主要是以培养学
习兴趣和学习习惯为主。”

一所居民楼内的“名师培训班”，
记者根本没看到本应张贴出来的办学
许可证，这里的老师说退休后就在家
里招几名学生，课程基本围绕中高考
的知识点，主要是让学生大量练习做
题，中考的分数能提 100 至 120 分左
右。

一所大型民办培训机构的负责人
坦言：“初高中阶段学生的培训主要围
绕中、高考，课程按照考试的知识点
设置。小学生培训没有标准，部分培
训机构以提前教学为主。”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不少培训机构的师资大多
是招聘师范学校毕业的毕业生，还有
一部分是返聘已退休教师，而这些教
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

家长还需擦亮眼家长还需擦亮眼 违规办学要认清违规办学要认清

许多家长送孩子进培训班，实属无
奈之举。“现在谁都在补课啊。你家孩
子不补，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补，你就比
别人落后。说实话现在各类培训机构办
学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确实参差不齐，我
们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基本参考孩子班
上其他家长或朋友介绍。国家对课外补
习治理，至少可以清理一些不正规的办
学机构。”家长程海峰说。“不想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宁愿忍痛让她牺牲一些
课余时间，也不愿意她以后没有拿得出
手的才艺或者成绩落于人后。”一名正
在带孩子补课的家长如是说。家长的需
求催生了课外各种补习班、培训班的市
场。

记者了解到，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西宁市教育局联合市民政局、市
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开
展了西宁市规范民办学校办学和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坚决查处部
分教师“课内不讲课外讲”，重点打
击无证办学、超纲教学、违规收费、
学籍乱象等。通过排查发现，有部分
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广告宣传没有备
案、学校的收费制度没有上墙公示、
安全疏散图没有张贴、学校没有签署
入学协议，办学地点与审批不一致等
问题，对此，相关部门下发整改通知
书，责令限期整改。接下来，西宁市
教育局还将联合各县（区）、社区等有
关部门进行网格式排查，努力探索规
范教育培训管理的长效机制，巩固专
项治理成果。

西宁市教育局职业教育和社会教
育处的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家长，
暑期来临，家长在给孩子选择各类
培训机构时，可以登录西宁市教育
局网站查询该培训机构是否有正规
办学资质。另外，如果发现违规办
学可以通过拨打 0971—4393011 电话
举报。

（本报记者 青禾 小蕊）

笔者从中国光大银行获悉，该行云缴费平
台服务项目总量突破2500项，较年初新增500
项，已覆盖全国范围内的水、电、燃、物业、话费
充值、有线电视、交通罚没等常见的各类生活
缴费。由于平台服务能力的持续增强，截至目
前，云缴费本年交易金额突破600亿，同比增幅
达150%，交易笔数累计突破3.5亿笔，同比增
幅超过140%；已覆盖全国300余个主要城市，
活跃用户已达1.46亿，覆盖人群超过8亿人。

目前光大云缴费平台已形成缴费开放平
台、收费托管平台、云缴费客户端为核心的三
大系统平台，可服务大、中、小型各类客户，平
台日处理能力近 300 万笔，每分钟交易超过
2000笔，为系统的高效、稳定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持，同时金融级的安全服务体系能够有效
的保证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式缴费平台，云缴费
已成为光大银行互联网精神、普惠金融理念最
显著的体现之一。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的
经营理念，该平台不仅为光大银行各营业网
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ATM等10

多个自有渠道提供服务，还输出给了微信、支
付宝、银联在线、京东、苏宁等280余家主流支
付公司、电商平台及金融同业，为广大消费者
随时随地缴费提供便利。

今年4月，光大银行整合优势资源，正式
成立云缴费事业中心，实行独立管理和运营，
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激发内生活力，在现有各
类便民服务基础上重点开拓物业云、教育云、
水务云、租房云、党务云等行业云平台，向行
业客户的业务管理进行纵深，延展便民缴费
及便民金融产业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升
级与收缴单位的接入方式，进一步提高云缴
费平台的项目规模和服务水平，为消费者提
供更多的服务渠道和更好的缴费体验，真正
让金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作为国内银行体系中便民缴费服务的先
行者，光大银行将以打造“网络+生活+金融”
一体化生态圈为目标，继续深耕便民缴费领
域,通过广泛吸纳各类合作伙伴，不断创新合
作模式，全力打造出范围更广、层级更深的服
务网络，积极构建出普惠金融大格局。

光大云缴费服务项目突破2500项
2018年6月7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

了 2018 年“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排行榜
（Forbes Global 2000）。中国平安连续第十四
年入围该榜单，首次跻身全球第10位，较去年
提升6位，蝉联全球多元保险企业第一。在中
国入围企业中，中国平安排名第5位。同时，在
全球金融企业排名中，中国平安名列第9位。

得益于服务品质的提升和创新科技的应
用，中国平安多年来保持着持续稳健的发
展。2017年，中国平安整体业绩实现持续、强
劲增长，营业收入达人民币 8908.82 亿元，同
比增长25%；净利润为人民币999.78亿元，同
比增长 38.2%，2017 年全年股价大幅上涨（A
股涨幅 101.4%，H 股涨幅 114.1%），市值突破
1.2万亿，居全球保险集团第一位。

在金融服务生态圈，平安通过“开放平
台+开放市场”完成资产与资金的链接，成功
落地了陆金所控股、金融壹账通等多个金融
创新平台；在医疗健康生态圈，平安构建完善

的“患者—提供商—支付方”的综合模式，并
孵化平安好医生、平安医保科技、万家医疗等
医疗科技平台；在汽车服务生态圈，平安通过
汽车之家、平安银行、平安产险及汽车销售平
台，打造“买车—用车—养车—卖车”的全流
程交易及金融服务平台；在房产服务生态圈，
平安好房打造业内领先的服务全房生态的业
务模式；在智慧城市生态圈，平安在与民生息
息相关的政务、财政、安防、医疗、教育、房产、
环保、生活八个关键领域布局“智慧城市云”。

中国平安表示，展望未来，公司将以科技
为引领，加速实现“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
融生活服务集团”的战略目标，深度聚焦大金
融资产、大医疗健康两大产业，抓住全球智能
科技发展机遇，依托技术人才、资金、场景、数
据等方面的优势，借助众多领先的科技创新
及应用，致力于成为行业和科技的领跑者之
一，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体验，推动各项业务
稳健增长，持续为客户和股东创造价值。

中国平安跻身

《福布斯》全球2000强第10位 蝉联多元保险企业第一

记者调查西宁课外培训市场

本报讯（记者 刘瑜 摄影报
道）6 月 7 日，家住生物园区深圳
印象小区2号楼的居民致电本报
热线称：小区单元楼的楼道里放
了好几个煤气罐，平时还被一些
居民堆放了不少杂物。这不仅影
响小区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安
全隐患。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
后，物业公司及时督促业主清走
了放在楼道里的煤气罐。可是5
天后，这位居民再次致电本报称，
煤气罐非但没有被清理走，还藏

进了小区绿化带，数量也有所增
加。

这位居民告诉记者，他是该
小区 2 号楼的居民，小区单元门
内长期被一些居民堆放的杂物占
据，近日又多了好几个煤气罐。

“楼道是公共区域，有些邻居长期
将各种纸箱、杂物随意堆放在楼
道内，现在把煤气罐也放在楼道
里，不知道这些煤气罐内还有没
有剩余气体，太危险了！”当日下
午，记者来到该小区，在 2 号楼 5

单 元 的 单 元 门 内 看
到，5个煤气罐立在门
口，3辆自行车和一些
杂物随意堆放在楼梯
口，既不美观也存在
安全隐患。记者随后
将此事反馈至小区物
业，物业工作人员当
天就督促业主将煤气
罐清理走了。

5天后，记者再次
接到生物园区深圳印
象小区 2 号楼居民的
电话，这位居民告诉
记者，那些煤气罐虽
然当时被清理了，但
几天后竟然出现在小
区绿化带内。“一排煤
气罐，大概有 6、7 个，
旁 边 还 有 几 个 油 漆
桶，藏在绿化带里，距
离 1 楼住户的窗户不

足5米，非常危险。”该居民说。
采访中，小区居民张先生告

诉记者，西宁现在已经跻身全国
文明城市，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没
有公德心，为了自己方便，不顾邻
居的安全和感受，节省了家里空
间，却给别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小区居民韩先生说，煤气罐和油
漆桶都是易燃易爆品。“天气越来
越热，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
想。”

本报讯（记者 小蕊 青禾）艾
叶飘香，雄黄酒醉人，端午小长假
即将到来。作为传统节日之一，
端午节越来越受老百姓的追捧。
随着节日的临近，端午经济在我
市悄然升温。

香包、五彩丝线这些传统的
端午节“挂饰”在市场上热销。形
状各异的香包绣上平安、如意的
字样十分喜庆。“最近几天香包
和五色线卖得特别好，价格和去
年也没什么变化。”水井巷市场
卖香包的小贩说。

为了抢占端午市场，不少超
市都专门设立了端午销售柜台，
各种袋装、精装、礼盒装、散装
粽子都已上架，粽子品种更是推
陈出新，除了传统的蜜枣、豆
沙、鲜肉粽子，还有创新的红烧
牛肉、牛肉蛋黄、蜂蜜粽等。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端午粽劲
吹“平价风”，以往包装豪华、
价格昂贵的礼盒粽在超市里难觅
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包装比较平
实、性价比高的产品。在城东区
花园南街的超市内，记者看到，
各个品牌都推出了价位不等的礼
盒粽子，多数礼盒粽子价位在
100元以内。“今年的粽子礼盒包
装 更 加 简 约 ， 价 格 也 比 较 合
理。”正在购买粽子的市民王先
生说，现在的粽子包装更“实
在”了，不再是“完全充门面的
礼品”，买回去送老人、朋友，
既实惠又好看。

“快到端午节了，买粽子尝
鲜的人很多，销售也比较红火。
今年的散装粽一个从 3 元至 8 元
不等，与去年相比，价格变化不
大，口味上除了传统的蜜枣、豆

沙、肉粽以外，还增加了菠萝粽、
红烧牛肉粽、牛肉蛋黄粽、蜂蜜
凉粽等。”超市的工作人员介
绍，粽子销量从上周末开始有了
明显增长，预计本周末会达到高
峰。

除了成品粽子走俏，不少市
民还会选择自己动手包粽子，传
统手包粽子正悄然回归。市民王
女士说，她今年会自己包粽子送
给亲朋好友。据超市的工作人员
介绍，糯米、蜜枣、粽叶等包粽
子的原材料销量从本月 10 日开
始有明显提升。“糯米销量比平
时增长了近4倍，大枣较平时增
长了3倍左右，蜜枣、粽子叶销
量更是增长了近10倍。”这一方
面是超市推出了相应的促销活
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越来越
注重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了。

可恶可恶！！煤气罐藏进小区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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