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 ———育新机 开新局

2020年 7 月 17 日 / 星期五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 责编 许静 /�美编 关彩玉 /�校对 杜文杰

A7今 ·广东日

眼下， 各民办幼儿园招生已逐渐进入
尾声，开始预收下学期的相关费用。不少新
生家长通过对比发现， 不少幼儿园保教费
相比老生有上调。 7月15日，记者走访东莞
莞城、南城的多所民办幼儿园发现，今年新
生的保教费上调幅度不小， 最高上调幅度
近40%。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 由于可以直升
集团内小学， 部分民办教育集团内的幼儿
园学位一位难求。

有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上调近40%
� � � � 家住东莞莞城的阿红刚给即将入读幼
儿园的小女儿交了第一个月的保教费和伙
食费，她告诉记者，保教费1800元加上400
元的伙食费， 一个月的费用要2200元，“去
年入园的每月保教费是1450元， 今年是
1800元，上涨了24%。 ”

莞城一家市属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从去
年每月的1050元调至今年的1350元/月。南
城的一家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则直接从去
年的1850元 /月上涨到了今年的2850元 /
月，涨幅超50%。 该幼儿园工作人员解释，
因为该幼儿园办园六年来未调整过保教
费，今年是第一次调整，今年的政策是新生
可以打九折，折后是2565元/月。 按折后的
价格算， 该幼儿园的保教费涨幅仍达到
39%，且该幼儿园按学期收费，即家长须一
次性交齐一学期的费用。

记者注意到，除了保教费，不少幼儿园
的伙食费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上调。

均执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根据去年9月下发的《关于规范东莞市

幼儿园收费管理的通知》， 自2020年1月1
日起，东莞民办幼儿园定价无需备案，其保
教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但幼儿园须和家长
签订相关协议，明确收费方式、收费标准、
收费期限等内容。 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由
幼儿园根据办园成本、 办园质量等情况合

理确定。《通知》还提到，民办幼儿园保教费
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原则。“新
生” 指每年秋季入学就读的学生以及外校
转来的插班生，其余学生为“老生”，按其注
册入园当年园方公布的收费标准执行，不
受幼儿园调整收费标准的影响。

记者走访发现，“新生新办法， 老生老
办法”在各民办幼儿园均得到执行。 南城一
家民办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解释，“单看今年
新生涨幅是有点高， 但整体平均算下来涨
幅也不算大。 ”

多家民办幼儿园均表示，伙食费会随市
场价格进行调整，“会是全园一起调整，不会
分新生老生。”记者注意到，民办幼儿园伙食
费多在300多元/月到600元/月之间。

民办教育集团幼儿园学位抢手
按照东莞市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电脑派位”招生政策规定，九年一贯制、十
二年一贯制、 多层次民办学校及有关民办
教育集团就读学生可直升入学。 这意味着，
民办教育集团内的幼儿园学生毕业后可直
升集团内小学一年级。 因此，部分民办教育
集团内的幼儿园学位变得非常抢手。

位于万江的一家市属民办幼儿园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小班学位和大班插班学位
均没有了，“年初就开始招生了，差不多4、5
月份就招满了。 幼儿园毕业生均可直升集
团小学。 ”南城一家教育集团内的幼儿园工
作人员也表示，没有学位了，“目前来看，幼
儿园毕业后是可以直升集团小学的，大班插
班生也可以直升。 但集团有多家幼儿园，如
果幼儿园毕业生人数超过集团小学招生人
数， 则会参考幼儿园在读时间长短等因素，
可能会出现大班插班生无法直升的情况。 ”

记者注意到，因为有直升集团小学的优
势，除了一位难求，这些教育集团的幼儿园
收费均不便宜， 保教费从3500元到3600元
不等。一位孩子插班入读东城一教育集团的
幼儿园大班的家长表示，有些无奈，“为了保
证孩子将来能直升该集团的小学。 ”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通讯员
许创盛摄影报道： 近日， 国家邮政局
发布 2020 年上半年邮政行业运行情
况。 记者留意到， 在上半年快递业务

量前 50 位城市排行榜中， 潮汕三市
榜上有名， 其中揭阳更是跻身前十，
排名第 7，省内仅次于广州深圳，汕头
位列全国第 12 位， 潮州则排名全国
第 42 位。

相关数据显示， 上半年邮政行业
业务收入 （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
营业收入 ） 累计完成 5028.2 亿元，同
比增长 11% ； 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8765.3 亿元，同比增长 22.4%。 其中，
广东省快递业务量累计 914402.2 万

件，位列全国第一，占全国近 27%。
省内方面， 广州和深圳位列快递

业务量前 50 位城市的第 2、3 名，紧
随金华（义乌）市之后。 潮汕三市的数
据 同 样 十 分 亮 眼 ， 其 中 揭 阳 以
94989.4 万件位列全国第 7， 汕头以
56405.3 万件位列全国第 12， 潮州则
以 17962.2 万件排名全国第 42 名。

近年来，揭阳市邮政业呈现“井喷
式” 迅猛发展态势， 该市民营经济活
跃，纺织服装、金属、医药、玉器、鞋业

等传统优势产业在全国有较强影响
力， 为电商和快递物流发展提供了载
体支撑。

据悉， 目前揭阳全市共有淘宝镇
7 个、淘宝村 50 个，其中揭阳军埔电
子商务村成为最具活力的“中国淘宝
村”之一。 此外，揭阳市还有两个项目
入围省政府公布的广东省 2019 年重
点建设项目计划， 分别是揭阳韵达粤
东快递电商总部基地和揭阳中通快递
集团粤东转运中心项目。

1240兆瓦
火电机组

上半年揭阳快递业务量排全国第七

今年起，东莞取消民
办幼儿园收费备案制度，
实行市场调节，“新生新
办法，老生老办法”

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涨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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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投入运营全球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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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增上网电量可达130亿千瓦时，将有效
缓解地方电力紧张，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彭纪宁

由广东珠江投资管理集团投资 90 亿元建设的广东
省重点项目，全球首台 1240 兆瓦火力发电机组———阳西
电厂 5、6 号机组顺利通过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今天
正式在广东省阳西县投入商业运营！

阳西发电厂

东莞民办园保教费普调

揭阳市邮政业“井喷式”发展

东莞

助阳西电厂跻身“世界十大”
作为新一代环保型、 花园式绿色

电厂项目，阳西电厂位于广东省阳西县
境内，总规划装机容量7480兆瓦（2×
600+2×660+4×1240）。本次5、6号机
组投产， 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5000兆
瓦，跻身世界十大燃煤电站行列。 年发
电量可达到255亿千瓦时，税收5亿元。

据透露， 阳西电厂的煤主要来自
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的
煤矿， 随着上月内蒙古青春塔铁路专
用线建成通车，北煤南运更为便捷。

自主开发多项指标国际领先
阳西海滨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曾剑明介绍，5、6号机组项目
是全球首台1240兆瓦高效超临界火
力发电机组， 是目前全球单轴全速
单机容量最大、 煤耗最低的火电机
组， 由珠江投管集团与上海电气联
合开发，在参数、容量、模块化设计
等多方面突破了引进国外技术的限
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共获得
28项专利， 整体国产化率达90%以
上。其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当前火电机
组实际运行中负荷不饱满的特点，在
宽幅调节工况下仍具备良好的热循
环效率。

与1000兆瓦 (蒸汽参数相同 )机
组相比，1240兆瓦机组额定工况下
热耗降低1.65%,50%负荷率下热耗
降低1.86%， 实现了高效的节能减
排，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先锋”“环

保卫 士 ”！ 机 组 设 计 发 电 标 煤 耗
265.47g/kwh、 厂 用 电 率 3.98% 、
NOx排放指标≤30mg/Nm3、SO2排
放浓度≤20mg/Nm3、 烟尘排放指
标≤3mg/Nm3，在安全、环保、能效等
方面均处于火电机组国际最高水平。

调节风电缓解地方电力紧张
广东珠江投资管理集团总裁助

理张辉勇说，本次阳西电厂5、6号机
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后，年新增上网
电量可达到130亿千瓦时，新增4000
个就业岗位。项目对缓解广东省电力

供应紧张形势、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 促进广东省东西两翼协调发展、
带动国产装备制造产业升级、 推动

“2025� 中国制造” 战略及“一带一
路”落地都具有重要意义。

按广东发展规划，到2030年广东
海上风电装机将达到30000兆瓦，风
电作为间歇性能源，需要大型火电机
组作为调节电源；此外广东省受省内
用电量增长较快、云南汛期不稳定等
因素影响， 电力供应形势非常紧张，
阳西电厂5、6号机组的试运行将促
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全部消纳，有效
缓解地方电力紧张的局势。

文旅复苏盛宴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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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防控需要， 市民和游客宅
在家中数月。 在本次系列活动期间，广
州各区、 各文旅单位将开展丰富的文
旅活动，满足市民和游客的文旅需求。

据介绍，越秀区将举办“叹寻广府
情·众享粤滋味”文商旅嘉年华，在北
京路文化核心区，开展饮食文化、旅游
文化和非遗三大主题的展示活动，从
大众最熟悉的“饮食”作为切入点，与
非遗和旅游文化相互融合和深化，向
外界全方位展示越秀区“千年文化商
都”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展现越秀区
文商旅融合的产业市场前景。

海珠区将举办“夜游湿地，Yeah海
珠”系列文旅活动，包括推出“湿地夜
观”精品活动，开展夜间自然奥秘的探
索之旅；联动广州塔、琶醍、太古仓等城

市地标， 邀请广大游客体验登塔揽月，
临岸凭风，边赏美景、边叹美食的独特
感受；组织“潮流文化周”，展示街舞魅
力；乐游网红园区，逛创意集市，提供昼
夜相间，精彩纷呈的文旅系列活动。

天河区将举办“广州欢迎您·正佳
发现之旅”主题惠民活动，围绕好玩、好
吃、好物，推出广州正佳三大主题线路，
组织“广州人游正佳，惠民1+1”活动，为
游客提供惠民金额翻倍补贴； 配合开展
脑洞大开系列科普活动、环球演艺快闪、
梦幻美人鱼表演、雨林潮玩展、欢乐购物
嘉年华等丰富活动，促进行业复苏繁荣。

此外，黄埔区的“产业集聚·燃亮
黄埔”文旅灯光音乐秀、番禺区的广
州长隆世界巡游嘉年华等活动，也将
精彩呈现。

展示文旅实力 寻找合作商机

推出文旅活动 满足文旅需求

今晚，“广州欢
迎您” 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将在广州塔
举办。 一场精彩的
文 旅 盛 宴 正 式 开
启， 推动广州消费
市场复苏， 助力广
州百业复兴。

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2 月，
“广州欢迎您”系列
活动将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六大
消费要素， 以广州
为主导， 辐射粤港
澳大湾区及清远等
周边城市， 举办启
动仪式、欢乐周、幸
福 年 三 个 层 次 逾
40 项大型活动，为
市民和游客提供丰
富多彩而又独特的
文旅美好生活。

文艺菜单丰富 共享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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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广州百业复兴
文艺演出、 书画展览、 公益讲座

……在接下来的10个月，市民和游客将
可欣赏到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将以“艺术照亮生活”为
主题，举办2020年广州艺术节。 欢乐
周期间，广州大剧院、广州交响乐团、
广州芭蕾舞团、广州粤剧院、广州画
院和广州雕塑院等展演单位，将精彩
呈现舞剧《流浪》、民族舞剧《醒·狮》、
《2019-2020音乐季闭幕音乐会》、芭
蕾舞《芭蕾诗篇》、皮影绘本剧《小鳄
鱼》及主题油画展、雕塑展27场。艺术
节期间，将邀请国内外的名家、名团，
包括享誉世界的钢琴家郎朗，导演张
继刚，艺术家胡军、濮存昕、杨丽萍、
于魁智、李胜素，当红人气舞蹈明星
胡沈员、朱凤伟、陶冶等，国家大剧
院、国家京剧院、山东歌舞剧院等著
名剧团，推出民族歌剧《沂蒙山》、舞
剧《黄河》、京剧《龙凤呈祥》、话剧《战
疫2020》等艺术精品。

“粤韵广州塔———名家周末大舞
台惠民演出” 是本次系列活动的一大
亮点。 该“名家周末大舞台”依托广州
市戏曲人才和内容优势，到年底前，每

逢周末都将在广州塔移动舞台开展活
动。大舞台活动将整合获得“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舞蹈荷花
奖”、“曲艺牡丹奖”、“杂技金菊奖”等
国家级文艺奖项的戏曲名家资源，汇
聚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艺术
精品，发挥文艺“暖心”、文艺“聚力”的
重要作用，铸造广州文化金招牌。

粤剧、粤曲发烧友还可以留意，第
八届羊城国际粤剧节将于今年11月举
办。 四年一届的羊城国际粤剧节，将会
吸引众多粤剧、 粤曲爱好者前来切磋
交流，展示岭南文化瑰宝的勃勃生机。

粤港澳大湾区非遗盛事也值得
市民和游客关注。 主办方将举办广州

“非遗五进”活动启动仪式，组织非遗文
化进景区、进博物馆、进校园、进商场、
进社区，推动非遗深入市民游客；启动
广州首个非遗街区试营业， 首批推出

“三雕一彩一绣”等3名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领衔的10间大师工作室；举办永庆坊
国家4A级景区挂牌仪式； 举办粤港澳
大湾区非遗交流展示活动，汇聚非遗传
承人，集中展示大湾区非遗成果；设置
非遗传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
果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广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广州国际购物节、 广州国际美食节
……广州还将举办一系列文化展会
活动，吸引文旅企业参与。 ”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系列活动将展示广州的文旅综合实
力，提供交流平台，为文旅企业寻找
合作商机。

其中， 广州国际购物节围绕天
河路、北京路等广州各区重要商圈，

发动全市消费聚集区共同参与，开
展系列惠民活动；10 月至 12 月将举
办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 配合开展
文化高峰论坛、艺术品交易、艺术赛
事等主题活动， 着力发展精品文化
产业项目； 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在
活动期间向市民群体免费派发 10
万张门票；9 月底至 10 月初将举办
第 13 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和第 17 届
中国动漫金龙奖系列活动， 邀请海

内外各大顶级 IP、 超过 300 家知名
企业、近 500 个优秀品牌参加。

此外，广州还将举办 2020 广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建交流对
话平台， 共同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新
领域；11 月下旬， 将举办第 21 届广
州国际茶文化节暨 2020� 中国 （广
州）国际茶业博览会，邀请国内外上
千家优质品牌企业参展。

28 项大型活动共享“幸福年”

15 项大型活动打造“欢乐周”

1、广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广州长隆世界巡游嘉年华
3、广州国际购物节
4、粤韵广州塔———名家周末大舞台惠民演出
5、广州金牌导游暨讲解员大赛
6、中国国际漫画节和中国动漫金龙奖系列活动
7、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
8、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
9、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
10、广州国际美食节
11、“羊城之夏”广州市民文化节
12、广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13、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
14、第八届羊城国际粤剧节
15、第 21 届广州国际茶文化节暨 2020� 中国（广

州）国际茶业博览会
16、广州读书月
17、广州马拉松
18、跨年音乐节
19、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20、广州艺术节系列活动
21、舞动羊城街舞大赛
22、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
23、超高清视频精品创作征集
24、“博物馆之城”精品展览
25、广州文化旅游传播季
26、粤港澳大湾区非遗盛事
27、广州乞巧文化节
28、南沙文旅盛事

1、“羊城之夏”2020 广州市民文化节开幕式
2、2020 年广州市群众文艺精品巡演和群文公

益讲座启动仪式
3、广州艺术节系列展演活动
4、粤韵广州塔———名家周末大舞台惠民演出
5、“广州欢迎您”系列宣传推广活动
6、越秀区“叹寻广府情·众享粤滋味”文商旅嘉

年华
7、海珠区“夜游湿地，Yeah 海珠”系列文旅活动
8、荔湾区“在一起”广州沙面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季
9、天河区“广州欢迎您·正佳发现之旅”主题惠

民活动
10、白云区“云飞扬·梦启航”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11、黄埔区“产业集聚·燃亮黄埔”文旅灯光音乐秀
12、花都区“花漾花都·盛夏有约”文化旅游系列

活动
13、 番禺区幸福快乐在长隆暨世界巡游嘉年华

启动仪式
14、南沙区南沙湾区邮轮音乐节
15、增城区 2020 中国广州（增城）荔枝文化旅

游节系列活动

A

C

文旅复苏盛宴开启

“广州艺术节·戏剧 2019”闭幕演出大型民族舞剧《醒·狮》现场剧照
� � � 广州歌舞剧院供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