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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日前，由携程旅游
和百度数说联合发布的《2018年城市旅游度假
指数报告》中，西宁上榜成为游客数量增长最
快的十大网红城市。

受“最清凉夏天”“网红旅游打卡地”的吸
引，每到旅游旺季，除了省内热门景区，省会西
宁也在外地游客最爱的旅游地点榜单中。小
吃街人气爆棚，高峰时期动车一票难求，大街
上随处可见拉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自驾
游、乡村游、体验游等丰富的旅游产品推动着
西宁旅游的温度上升。

近年来，西宁市按照“省内大众游、省外高
端游”的发展定位，着力打造“一核、两圈、三
轴、三区、五大产品”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进
入全域旅游发展时代。

独特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冰雪山林等
优质旅游资源让游客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
体验。以春夏大棚采摘、农耕体验，秋冬冰雪
项目、徒步旅游为主的新型旅游业态更是丰富
了旅游内容。

2018年，西宁市还实施了多个重点旅游项
目，持续提升鲁沙尔大景区品质内涵，加快丹
噶尔古城二期建设，依托藏医药博物馆、昆仑
玉博物馆，加快打造博物馆群 5A 级景区。并
通过加强项目投资建设，优化旅游发展环境，
重拳治理旅游市场，拓展旅游发展空间等举
措，对游客的吸引力显著提升，旅游经济总量
稳步增长。全市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2460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12亿元，游客人数和旅游
收入实现双增长。

2018年城市旅游度假指数发布

西宁荣登十大网红城市
本报讯（记者 莫青）1月 2日，记

者从西宁市教育部门获悉，北京外国
语大学西宁国际中学（拟核准名称）
主体工程即将完工，计划今年 9 月
实现招生。

学校坐落于西宁市多巴新城新
华联国际旅游城，占地面积 92700平
方米，建筑面积 68859平方米，投资
约 5 亿 元 ， 设 有 教 学 和 实 验 综 合
楼 、 行 政 管 理 中 心 和 国 际 交 流 中
心、学术报告厅、现代图书馆、室
内运动馆、餐饮中心、学生宿舍和
教师公寓。学校是一所完全中学，
有初中部、高中部和国际部，预计
2019 年 9 月面向全省自主招生。中

学将全面实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
高中部系列课程，对有意向出国的
孩子提供平台。

学校的建立将是西宁发展基础
教育、打造国际化教育平台的重要成
果，对进一步提升教育承载能力、扩
大教育开放合作、满足人民群众多元
化 入 学 需 求 具 有 积 极 而 深 远 的 意
义。据教育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期望与新华联集团、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道，共同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宁
国际中学打造成校园环境优美、办学
理念先进、教学质量一流的知名学
校，为西宁乃至全省基础教育改革发
展贡献力量。

西宁市将有一所国际中学
预计今年9月实现招生

1月 1日，《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为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框架。
记者了解到，为助推我省电商产业高质
量发展，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研究出台
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实施意见，组织
召开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登记和监管研
讨会，进一步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处处长
马玉清表示，《电子商务法》赋予了市场
监管部门大量职能职责，涉及市场准入、
市场主体交易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多方面，对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从多个
方面提出了考验。

接下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据
《电子商务法》，根据我省实际情况，研究
出台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实施意见，
进一步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以业
务对口、紧密配合为原则，厘清部门职
责，建立完善内部分工协作监管机制，释
放我省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红利，提升电
子商务监管工作水平。

组织召开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登记
和监管研讨会，重点就如何为我省电子
商务经营者快速准入提供有效登记、如
何进一步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如何推
进我省电子商务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开展
研讨。

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监管协作，促进
数据共享，为各部门监管提供主体资格、
失信违法等数据信息，建立有效的联动
监管机制；加强与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对网络经营行
为的高效、精准监管。

（本报记者 彭娜）

好政策在路上 百姓有了新期待
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迎来了更多惠民政策我们迎来了更多惠民政策，《，《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法》》实施实施、、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新办法实施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新办法实施、、分娩分娩

镇痛试点开始……这些都意味着改革红利正在进一步释放镇痛试点开始……这些都意味着改革红利正在进一步释放，，更多人在生娃更多人在生娃、、入托入托、、上学上学、、用药等方用药等方面面将享受到将享受到
更多实惠更多实惠。。在我省在我省，，随着相关工作的开展随着相关工作的开展，，许多新获得正在路上……许多新获得正在路上……

打开 2019 年民生目录可以发现，
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使用一事备
受省城市民关注。“我们小区的幼儿园
什么时候能建成使用？老旧小区还能
规划建设幼儿园吗？如果以后幼儿园
都在小区里，那就太方便了……”随机
采访中，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记者带着市民
关注的热点采访了相关部门。据教育
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小区配套幼儿园的
政策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
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
规定，在 2019 年 6 月底前，各省（区、
市）要制定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
法。配套幼儿园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
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
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对存在配套
幼儿园缓建、缩建、停建、不建和建而
不交等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前，不得
办理竣工验收。

目前，西宁市小区配套幼儿园的

现状如何？记者在城东区一小区看
到，一所三层楼、规模相当的幼儿园
已 经 完 成 施 工 。“ 幼 儿 园 占 地 面 积
2200 平方米，预计在今年五六月份正
式投入使用。后期等统一验收后，通
过招投标的形式邀请专业的学前教育
团队来运行。幼儿园将满足小区以及
周边适龄儿童的入园问题。”青海三和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不难发现，省城很多新建小区和在
建小区都有配套幼儿园的规划。城中
区教育局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小区配
套的幼儿园有 6所，预计今年能够投入
使用的小区配套幼儿园有两所，规划中
的有 3所。目前，城东区在建配套幼儿
园有 5 所，验收成功后，城东区小区配
套幼儿园数量将达到 20 所，可极大地
缓解幼儿入园难的问题。

“目前，城北区小区配套的幼儿园
有 10所，多年来，方便了小区以及周边

孩子入园。2019 年将投入使用的小区
配套幼儿园有 5所，有鼎安小区的尚远
鼎安幼儿园、宁瑞幼稚园等，幼儿园规
模均在 9 个班，可招收 270 人左右。正
在筹划建设的有 3所公办幼儿园，分别
是在马坊地区、大堡子地区和双苏堡地
区，均由政府出资建设，缓解三个地方
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城北区教育局
学前教育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省级、市级相关政策还未出台
前，教育部门鼓励和引导小区配套幼儿
园向普惠性幼儿园发展，教育部门也将
在职称评定、政府购买保教服务和学历
再提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记者从西宁市教育部门获悉，目
前，西宁市以及各区县也正在等待省级
层面与之相对应的细化配套文件的出
台，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运
营，逐步向更加方便、更加公平、更加
普惠的学前教育发展方向迈进。

（本报记者 莫青）

今年，分娩镇痛试点将在全国开
展，新政策将帮助更多产妇减轻痛苦，
让新生命的到来满载甜蜜。我省也在
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在青海红十字医院
大产科主任赵得雄看来，这是对生命个
体的尊重，反映了一种生育文明。

在疼痛指数中，分娩疼痛仅次于烧
灼伤痛，居第二位，相当于晚期顽固性
癌的疼痛，比拿一把美工刀把自己的中
指从中间切分开来还疼。青海红十字
医院产科曾举办过产妇生产疼痛体验
活动，让准爸爸们通过疼痛刺激仪，感
受妈妈们生产时承受的疼痛，结果很多
人到 3级就承受不了。

目前，我国实施无痛分娩的比例不
超过 10%，即使在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
北京、上海、广州，也并非所有三甲医

院都开展了无痛分娩。和全国相比，我
省无痛分娩的普及率不容乐观。早在
20 年前，青海红十字医院就开展了无
痛分娩，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产妇
中普及。近几年，随着无痛分娩技术在
全国推广力度越来越大，医院非常重
视，专门派医生赴外地学习。

赵得雄分析，造成无痛分娩难以大
量推广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医院
各种手术量大，麻醉师紧缺，开展分娩
镇痛的最佳模式是麻醉医生 24小时进
驻产房，意味着需要大量麻醉医生；二
是很多孕产妇和家属对无痛分娩的认
知不足，不知道有这种先进手段可以降
低产程疼痛，一些人甚至对无痛分娩有
误解，认为这种技术会影响产妇和胎儿
健康；三是无痛分娩费用比自然分娩要

高，一部分费用需要自费，一些产妇和
家属认为生孩子的疼痛忍忍就过去了，
不想多掏钱采取无痛分娩。

赵得雄说，频繁剧烈的宫缩阵痛，
对产妇而言，从精神到身体都是一场严
峻的考验。从 2017 年起，该医院专门
在产房设置了两个手术间，每天有两名
麻醉师在产房值班，为进一步推广无痛
分娩创造有利条件。

她认为，今年国家卫健委提出在全
国推广无痛分娩试点要求，进一步体现
了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也是生育文明不
断进步的体现。她相信不久的将来，无
痛分娩技术可以大面积推广开，为越来
越多产妇减轻疼痛，让她们轻松做母
亲。

（本报记者 彭娜）

省城将有多所小区幼儿园投入使用

分娩镇痛推广工作引关注

我省将组织召开
电商登记和监管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