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6-16 星期一新闻眼·时政A02 责编:盛望 主任:张平 责校:小丹 热线:

青海人大工作
记者采访团再出发

本报讯（记者 李艳芳）人大代表履职
情况如何、基层人大代表有何感人事迹、代
表建议意见办理情况怎样？ 2014 年青海人
大工作记者采访团将于 6 月 16 日出发，9
家媒体前往我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
西宁市，报道基层代表的工作和事迹。

今年人大工作记者采访团主题为： 面向
基层，联系群众。 时间为 6 月 16 日至 24 日，
采访地点确定为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 海晏
县；海东市乐都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
宁市城中区、 湟中县。 重点采访和宣传报道
州、市（县）、乡镇人大工作情况和基层人大
代表履职的典型事例。青海日报社、青海广播
电视台、 西海都市报社等 8 家本省媒体派出
记者，《中国人大》杂志社也受邀参加采访。

我省将重新制定
幼儿园收费标准

本报讯（记者 姚兰）为及时掌握西宁
地区幼儿园生均培养成本变化情况， 为制
定新的收费标准提供依据，近日，省发展改
革委派出成本监审工作组， 对青海省六一
幼儿园等六家公办幼儿园生均培养成本予
以成本监审。 从监审情况看， 由于单位性
质、隶属关系、编制定员、财政拨款、收费标
准不一，各幼儿园生均培养成本差异较大，
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我省现行的幼儿园收费标准是 2004 年
制定的。 由于收费标准较低， 财政拨款有
限，幼儿园必须依赖收费弥补经费不足。 为
了保证幼儿园的正常运转， 各幼儿园一方
面积极向财政部门争取经费及专项拨款，
控制正式在编人数， 长期大量聘用临时人
员，压缩各项费用开支；另一方面在国家核
定的标准人数基础上进行扩招， 并经有关
部门批准增设了新的收费项目， 以增加事
业收入。

通过此次监审反映出以下问题， 幼儿
园为增加收入而扩招， 入园人数超出国家
核定标准，使幼儿的教学、保教得不到应有
的保障，教师的劳动强度较大，影响学前教
育的质量，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其次，
财政拨款加收费收入仍然无法弥补事业支
出，个别幼儿园借支发放教师的工资，拖欠
教师应享受的部分津贴， 聘用人员工资水
平较低，与正式员工不能做到同工同酬，直
接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 由于财政拨款方
式不同， 部分幼儿园依靠设立新的收费项
目来增加收入， 导致各幼儿园之间收费政
策的执行存在较大差异。

省发展改革委通过此次成本监审工
作， 初步掌握西宁地区幼儿园生均培养成
本变化情况， 这将作为科学制定调整收费
标准重要依据。

选手在终点出水 本报记者 海东 摄

西北五省区“花儿”歌手放歌循化
本报讯（记者 姚兰）6 月 15 日，为第

十届中国·青海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
助阵的第三届 “魅力循化” 西北五省区
“花儿”演唱会，在积石峡开唱。 来自五
省区的“花儿”高手，借助演唱会的平台，
吟唱着民族和谐之歌。

为加快推进我省“文化名省”建设，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夯实“花儿”艺
术品牌基础，充分发挥“西北五省区‘花
儿’演唱会”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由省文化馆主办的第十一届西北
五省区“花儿”演唱会系列活动，6 月 15
日拉开序幕。

据悉， 本次系列活动的主题是 “江
河之源 ‘花儿’ 故乡”， 活动将聚青海、
甘肃、 宁夏、 新疆、 陕西五省区歌手之
力， 融合舞台化、 时尚化、 大众化的演
唱会构思理念 ， 营造属于西北的全民
“K 歌会”， 打造一届绚丽、 灿烂的 “花
儿” 演唱会。 系列活动除在主会场西宁
凤凰山南山公园集中开展活动外， 还将
在素有高原“西双版纳” 之美称的循化、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互助
丹麻以及化隆设立分会场。

6 月 14 日至 15 日，积石情韵“花儿”
晚会上，来自甘肃的“花儿”歌手何清祥、

宁夏的安玉歌、陕西的李光明和李雪梅等
省外“花儿”高手放歌黄河岸边，用古老
的 “花儿” 艺术， 吟唱着当今的美好生
活。 15 日的演唱会， 省内外的艺术家在
“花落撒拉”“花漫黄河”“花开循化”等
篇章中深情演绎。

作为系列活动中的一个亮点， 首届
“山水化隆·‘花儿’ 飘香” 西北五省区
“花儿”演唱会将走进化隆；7 月 2 日—7
月 8 日，将在西宁市凤凰山南山公园举办
为期七天的演唱会；7 月 3 日—4 日，作为
第十一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的重
要内容，演唱会将在互助丹麻如期举办。

第十届抢渡赛圆满落幕
循化代表队收获 2 个小组冠军

本报讯 （记者 朱西全）6 月 15 日，
第十届“青海绒业三江源杯”中国·青海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在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落下帷幕。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
各组冠军名花有主，山西潞安冬泳队成为
最大赢家，团体总分雄踞榜首，而代表循
化和青海绒业集团有限公司参赛的循化
县代表队表现不俗，拿下 2 个小组冠军、1
个小组亚军和 1 个小组第四名，团体总分
也排在第四。

两天来， 来自 10 个国家的 248 名勇
士，不畏湍急的水流、冰凉的河水，勇敢挑
战自我，挑战极限，赛出勇气和水平，劈波
斩浪，精彩纷呈。

6 月 15 日决赛当天， 虽然河水湍急，
但大部分选手都完成了抢渡黄河的任务。
男子组方面，杭州市游泳协会的张泽萌获
得男子 A 组冠军， 来自青海绒业集团有
限公司代表队的孙大革拿下了 D 组第一
名，B 组和 C 组冠军分别被杭州市游泳协
会的林乐俊和山西潞安冬泳队的胡家杰
摘取。 女子组方面，湖北省武汉水线游泳
队的李佳依摘得 A 组桂冠， 杭州市游泳
协会队的夏晨莹将 B 组冠军收入囊中，C
组冠军由青海绒业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队
的邵文芳获得，D 组冠军则落在了山西潞

安冬泳队的薛丽敏手中。 团体方面，山西
潞安冬泳队名列榜首，杭州市游泳协会队
占得次席， 武汉水线游泳队获得第三，青
海绒业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队获得第四。

赛事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

十年的努力， 抢渡黄河赛越来越成熟，与
国际一流大赛的差距越来越小。

本报讯（记者 朱西全） 第十届 “青
海绒业三江源杯” 中国·青海国际抢渡黄
河极限挑战赛已成功落幕， 赛事期间， 来
自各方的称赞， 彰显了抢渡赛的独特魅
力， 它就像一块磁石深深吸引着人们。

国际泳联官员威廉·福特认为这是一
项体育盛会。 他说，赛事的举办离不开运
动员的承诺， 离不开各方的大力支持，正
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共同见证这项美妙而
充满魅力的赛事。

来自武汉水线游泳队的冉文武说出了
大部分运动员的心声。 他说，自己和很多队
友都已经连续几届参加抢渡赛，感觉非常棒
。 这几年，抢渡赛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吸引
了更多高水平运动员参赛， 让挑战更具意
义，这和赛事本身的魅力是分不开的。

青海省绒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次
赛事的总冠名企业， 也借助王牌赛事影
响力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 公司
董事长韩志明表示， 抢渡赛历经十年的

发展， 给循化带来了许多机遇， 企业也
因此受益。 因此， 给予赛事支持， 是企
业回报家乡的一种方式， 也是企业借助
品牌推品牌的有效途径之一。

记者了解到，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
为我省的三大品牌赛事之一，办得越来越
精彩，越来越有底蕴。“竞技搭台，各方唱
戏” 的办赛模式赋予了极限挑战更多的
人文内涵，已经成了循化人民，甚至全省
人民的盛大节日。

抢渡赛激起叫好声一片
□相关新闻

8个督察组将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本报讯（记者 罗藏） 6 月 14 日，省政

府召开全体会议，省长郝鹏作重要讲话。他
强调，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督察
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和有关通知精神， 扎实
抓好省政府系统专项督察工作， 以此推动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确
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郝鹏指出， 今年以来， 在外部环境趋
紧、各种困难问题交织的情况下，全省经济
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 但是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压力依然很大， 必须把督察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郝鹏强调，近期，省政府将组成 8 个专

项督察组，分赴各地和省政府相关部门进行
专项督导检查，这是应对当前经济局势的重
大举措， 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迫切要求，
是促进政风转变的有效手段。要坚持发现问
题与协调解决问题相结合、实地督察与地区
部门自查相结合、解决当前问题与注重长远
发展相结合、 保证进度和取得实效相结合，
周密部署，统筹安排，务求实效。

郝鹏强调，督察是手段，目的在于推动
落实。各督察组和各地区各部门要对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一

次全面的督察和自查，特别要对国务院这次
确定的 19 个专题 60 项具体内容进行细化
分解，逐一对照梳理，确保不折不扣地落到
实处。 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抓落实，力争年
内计划投产投用的项目按时完成，在建项目
达到或超过计划进度，计划新建的项目如期
开工；紧盯转型升级增效抓落实，不断提升
产业发展水平； 紧盯区域协调发展抓落实，
扎实做好东部城市群建设、 海西城乡一体
化、 高原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
紧盯筑牢生态屏障抓落实，全面推动生态重
点工程建设规划、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确定的
改革任务、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整治的政策

措施；紧盯民生十项实事抓落实，把落实国
家出台的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政策措施与我省的民生
实事工程紧密结合起来， 加大工作力度，加
快工作进度； 紧盯深化改革开放抓落实，创
造性地落实好中央和省委出台的各项改革
措施，同时加大对外开放重大举措的落实力
度，持续增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会上， 郝鹏还就近期的重点工作做了
安排。

骆玉林、王晓、马顺清、张建民、刘志
强、严金海、程丽华、辛国斌、匡湧出席会
议。

郝鹏在省政府全体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贯彻落实国务院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督察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和有关通知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
专项督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