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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的孩子有没有报什么早教班？”这
样的交流在 80 后、90 后家长中可谓已司空
见惯。如何教育孩子成为许多年轻家长头
疼的问题。“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
念让“早教”这个词逐渐深入家长心中。许
多家长对早教机构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早教机构收费的攀升，年学费超过万元
已屡见不鲜。对究竟该不该上早教班家长
们也是褒贬不一。对此，记者连日来进行了
走访。

公园商场内外成早教招生地

凯米宝贝、红黄蓝、亲亲袋鼠……这样
的早教机构品牌对我市不少年轻家长来说，
随便就能说出好几家。“请问宝宝多大了呀，
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早教中心？”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很多早教机构的工作人员
都会选择在公园或是商场内，通过发放气球
或小贴画的方式，主动与小朋友们互动，或
是组织早教班的小朋友在商场内举办一些
活动，以此来吸引过往带领孩子的家长们参
与到活动中。“我们家孩子就是在一次早教
班现场活动中报的名，当时孩子刚两岁，平
时不太爱说话，在当天活动中对乐高积木特
别感兴趣，而且跟小朋友们交流得也特别
好，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另一面，所以就决
定报了早教班。”

课程五花八门半岁至四岁孩子居多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早教培训机构后发
现，早教机构推出的课程五花八门，覆盖面
也很广，6 至 18 个月的婴幼儿到 3 至 4 岁的
儿童，早教机构都有相对应的课程。音乐、
语言发展、思维启蒙、运动能力，早教机构会
根据孩子们的年龄段，相对应设置不同的课
程。然而，大部分课程都是亲子课，需要家
长陪伴在身边。也有个别课程是为了培养
孩子的独立性，不让家长陪同。“因为大部分
孩子都会在四岁以后去上幼儿园，所以来早
教班上课的孩子，基本上从半岁到四岁的居

多。”一名早教班的老师对记者说。

早教班价格昂贵堪比大学费用

说到早教中心，培训费用自然成为家长
们热议的话题。前年，家住昌运世纪村小区
的市民王女士升级做了妈妈，作为一名 80
后，她对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视，见身边不少
朋友把孩子送到早教机构，她也不想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在选择早教机构时，她前前
后后跑了很多家早教中心，发现早教班的价
格高得堪比一个大学生的学费，“半年的学费
为8000元，如果一次性交齐一年的学费，能给
予一定的优惠。”王女士告诉记者，“尽管家里
条件不错，我还是感觉有点吃不消，因为上完
一年的课程后，孩子也长大了一岁，相对所学
的内容也要提高一些，所以还是想让孩子继
续在早教班里学习，感觉就像一个无底洞，真
是上不起啊。”

上早教班家长感受各不相同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家长都知道
早期教育对孩子很重要，但是家长们对孩子
的早教方式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即使报了
早教班，很多父母对上早教班的感受也是大
相径庭。丫丫是两岁进入早教班的，由于平
时很少出门，所以一到人多的地方她就比较
害怕，“我们选择带孩子上早教班就是为了锻
炼一下她的胆量，刚开始上课时，孩子总是趴
在爸爸身上不肯下地，而且连眼睛都不敢睁，
通过上早教班，性格明显比过去开朗很多，并
且还主动要求报了舞蹈班，我感觉这都是通
过上早教班锻炼出来的。”然而，也有不少家
长觉得自己很受伤，“我们的孩子不到一岁送
进了早教班，一开始就想着为她提供拓展思
维的平台，没想到，早教班基本上都是亲子
课，需要家长陪，小孩子们就当玩了，可把我
们这些家长累坏了，一会陪他们跳、一会陪他
们打滚、一会又要做游戏，一堂45分钟的课下
来，感觉比上班还累。”

本报记者 悠然

本报讯（记者 一丁 通讯员 李泽中）记
者6月25日从青海机场公司获悉，当日上午
随着龙浩航空执飞的全货运航班满载来自
青海的货物从西宁机场飞往西安，标志着西
宁至西安全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这也是我省
首次开通全货运航线。

据悉，“十三五”以来，我省航空货运吞
吐量累计达到7.85万吨，大量青海特色产品
通过航空物流运送至全国各地，航空物流产
业正在迅速成长为促进地方产业经济快速
增长的新引擎。2017年青海省内各机场货
邮吞吐量接近3万吨，出港货邮增长44%，远
高于航班架次和旅客吞吐量的增幅。其中，
西宁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2.77万吨，通航城
市达 63 个，航线数量达到100条，初步形成
了覆盖省内、通达全国的航空货运网络，开通
全货运航线的需求日益迫切，时机也日渐成

熟。
货运航线是将客舱全部改造为货舱、不

搭载乘客，只运送货物的飞机执飞的航线，
此类航线具有货舱容量大、载货量大，收运
货物受环境影响相对较小、较其他运输方式
速度快、较客机运费低等特点。西宁至西安
全 货 运 航 线 由 广 东 龙 浩 航 空 公 司 采 用
B737-300F 全货机执飞，每周一、周日共执
行2班，往返载量20吨，相当于客运航班腹
舱载量的4倍，航线开通后主要与顺丰等大
型物流企业合作组织货源。

全货运航线的开通，将有助于减少西宁
热点航线载量不足引起的“有货无舱”现象，
提升了青海特色时鲜货物运输能力。此外，
全货运航线将实现大型物流企业和货运代理
人大宗货物一次性运输，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效率，将有力推动青海本地物流业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 悠然）市政府法制办在推
进“两个绝对”具体化工作中，紧紧围绕“以
人为本、复议为民”的要求，坚持在学深悟透
上下功夫，在实践运用上见成效。近日，通
过反复协调，促使申请人与第三人达成补偿
协议，使今年首起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件通
过调解成功结案。

据了解，2017年11月17日12 时 15 分，
关某在某公司值班室突发疾病，经医院救
治无效死亡。后关某之子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2018 年 3 月 15 日，市人社局作出关某
因工死亡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申请人某
公司不服，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案件
受理后，市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办案人员
经认真阅卷，认为关某是在工作时间、工作
地点因工作原因突发疾病死亡的，符合《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应认定

为工伤。为更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办案人员经调查发现，关某家属无生活来
源，家庭生活困难，关某去世后，其家属希
望早日拿到经济补偿款以维持生活。对于
用工单位某公司来讲，因关某招聘到该公
司上班才一个多月，还未来得及为其缴纳
工伤保险，公司认为无论是否认定工伤，公
司对第三人进行补偿理所应当，关键是补
偿要合理，也希望尽快了结此案。因此，办
案人员认为此案具有调解的基础，决定力
争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在征得双方当事人
同意的基础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调解方
案。经对申请人与第三人做深入细致的调
解工作，双方就经济补偿事宜达成了一致，
签订了补偿协议，公司一次性支付了第三
人补偿款，主动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该案
件圆满解决。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近日，市文广局
向作为全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的11家非
国有博物馆、民间收藏展览馆颁发了牌匾。
活动在海湖新区音画古韵钢琴馆——城市
文化会客厅举行。省文物局局长牛军，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王霞参加活动。

据了解，目前，我市非国有博物馆、民间
收藏展览馆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正显示出蓬
勃朝气，以博物馆为载体的文化产业在传播
文化知识、扩大非国有博物馆的文化影响
力、满足公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等方面都在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截至目前，我市辖区现
有国有博物馆 8 家，县区平均保有量 1.13
家，全部免费开放，年平均接待游客约80万

人次左右。在此次授牌仪式上，市文广局向
作为全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的11家非国
有博物馆、民间收藏展览馆颁发了牌匾。首
批亮相的这11家博物馆，特色鲜明，一馆一
品，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新地标。

11家被授牌的非国有博物馆、民间收藏
展览馆纷纷表示，要以今天的授牌为契机，
真正把非国有博物馆、民间收藏展览馆打造
成为一个加强对广大市民群众、青少年进行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

“教育基地”，进一步激发全体职工和广大人
民群众“建我家园、爱我家园”的热情，为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而努力奋斗。

家长热捧：催火了早教中心

本报讯（记者 啸宇）物业是否存在乱收
费情况，对你家小区的物业收费你满意吗？
当前，我省以物业服务收费为主的专项检查
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检查人员已进驻部分小
区对提供服务的物业企业就小区的物业服
务收费、小区停车服务收费、共用设施设备
维修费用等全面开展检查。

当前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和停车收费已
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价格举报居高不下，针
对实际情况，聚焦主要问题，省发展改革委
将有重点地开展检查，努力依法查办一批

“叫得响、影响大”的大案要案。同时在检查
中，贯穿查处与规范并举的工作思路，对涉
嫌价格违法的坚决立案；对立案查实的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履行程序严肃处理；对行为不
规范，情节轻微的及时告诫整改，切实做到

检查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
据悉，此次检查内容包括十一项，主要

有：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费、代收代缴水、电、
暖、燃气等收费是否存在变相提高价格的行
为；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执行政府指导价
或市场调节价的情况；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对
因跑冒滴漏造成的水电差损及分担情况进行
如实公示，是否向业主另行收取电梯运行费、
卫生费、公共区域用水用电公摊、垃圾处理
费、消防设施年检费、化粪池清理费等费用，
是否严格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未经业主大会
或业主委员会同意，自行出台物业收费标准
并收费等。

此次物业服务收费专项检查至年底前
完成，将责令相关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
并对查出的问题依法处理。

首部戒毒微电影《融冰》首发仪式举行
市政府法制办

成功调解一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

西宁机场开通首条全货运航线

本报讯（实习记者 韩海胜 摄影报道）为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加强禁毒
戒毒法制宣传，6月25日下午，青海省首部
反映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公益微电影《融冰》
首发仪式举行。

据了解，本次微电影首发仪式由青海省
戒毒管理局、青海日报新媒体中心、共青团
青海省委权益部、青海省女子强制隔离戒
毒所联合主办。《融冰》是首部反映我省司

法行政戒毒工作的公益
微电影，根据省女子强
制隔离戒毒所发生的真
实故事改编。影片通过
描述一名原本能歌善舞
的女大学生在染上毒瘾
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经历了被朋友唾弃、
家人拒纳、自暴自弃后
送至青海省女子强制隔
离戒毒所，在强制隔离
戒毒期间，民警们用真
心、爱心、耐心、细心慢
慢融化了女主角原本冰
冷的内心。同时通过科

学教育矫治手段，帮助其认识到了毒品的
巨大危害，增强了戒治信心，从而戒除毒
瘾，重燃生活希望的故事。

当前，我省禁毒形势依然严峻，戒毒工
作任重而道远。拍摄戒毒工作公益微电影
是我省司法行政戒毒机关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加大禁毒戒毒法治宣传力度、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的创新举措，必将为推动无毒社
会、法治青海建设添砖加瓦。

我市向首批民间特色博物馆授牌

⑤、对于司法处置涉及建设用地使用权
转移的，人民法院在查封土地前，应先在不动
产登记部门查询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性质，
处置时应事先征询规划建设和国土资源部门
意见，国土资源部门应向人民法院提供所涉
不动产的权利状况。

⑥、加强国有涉地资产处置的衔接，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国有资产处置时涉及建设
用地使用权转移的，在处置前应取得规划建
设和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意见，并如实告知
当事人。

⑦、通过企业改制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国土资源部门要核实其
土地出让金缴纳情况，符合转让条件的，由土
地交易管理部门依法办理转让。

2、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机制。以划
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的，应经

依法批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
国有企业的租赁费用扣除税收和相关费用后
的净收入全额上缴国库；其他单位或个人按
有关规定上缴应缴的土地出让收入。各级财
政、国土部门要建立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租的巡查发现、举报和查处机制，严格加强监
管。国土资源、财政、地税、市场监督管理等
部门应加强协作，在不动产登记、税收、企业
监管等方面加强联动，加大租赁收入征收管
理力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3、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机制。按照
债权平等原则，试点过程中，自然人、企业均可
作为抵押权人依法申请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其地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办理不动
产抵押或分割抵押登记。以划拨方式取得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抵押，其抵押价值应根据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权益价格设定。 （完）

土地二级市场知识问答（四）
物业收费如何，大检查正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