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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近日，市教体局和安庆
银保监分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校外
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指导意
见》，通过搭建“预缴费管理服务系
统”平台，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
预收费监管，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
预先收取三个月以上的培训费用。

意见明确，各地将建立校外培训
机构学员预缴费管理服务系统，通过
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对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

该服务系统由教育主管部门、银
行、校外培训机构三方组成，向学员
提供缴费、师资和课程查询等服务。

“通过服务系统，教育主管部门可以
掌握校外培训机构预缴费账户信息、
培训课程、预缴费金额、培训进度、
预缴费支付进度、账户余额等情
况。”市教体局基教科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
学员预缴费情况进行实时监管。”

据该负责人介绍，经审批管理的
校外培训机构都将纳入该服务系统进
行统一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和银行签
订预缴费管理服务协议，从而实现培
训机构登记、年检、预缴费资金全量
监管，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对预
缴费账户存在大额资金异动等违规行

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将依法依规处置。
意见指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预

先收取三个月以上的培训费用，应及
时、全额将预缴培训费缴存至预缴费
账户内。未足额缴入预缴费账户的，
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将责令其限期改
正，取消该培训机构当年评先、评优
资格；情节严重的，可认定有失信行
为，载入执业信用档案和全市校外培
训机构黑名单直至责令停止招生。

校外培训机构应严格按照所公示
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收费。只有培
训机构开课后，银行才能按协议约定
和培训进度，将预缴费账户中相应课

程预缴费划拨至校外培训机构指定的
结算账户。预缴费课程培训结束前，
学员通过服务系统申请退费或部分退
费时，校外培训机构应根据合同约
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退费程序。

“在校外培训机构学员预缴费管
理服务系统这一平台基础上，教育主
管部门和银行等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预收费监管，这是比较规范有效的
监管模式，此举将预防‘退费难’

‘卷钱跑路’等问题的发生，全面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行为，维护校外培训
机构和学员的合法权益。”业内人士
表示。 （全媒体记者 白萍）

校外培训机构迎来更严监管

不得预先收取超三个月费用

本报讯 10月15日，记者从安庆
市气象台了解到，安庆已经入秋。另
外，本周末冷空气将持续影响我市，
气温最低降至个位数。

号称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正在东移
南下。15日冷暖空气一交锋，我市白
天天况阴沉，全市有小到中雨，局部
地区遇阵雨或雷雨。冷空气过后，周
末我市将迎来一次降温“套餐”，并
伴有大风和降雨天气，平均气温将下
降 8-10℃，最低气温出现在 18 日清
晨，仅为9-10℃。对此，安庆市气象

台提醒市民需及时添衣保暖，并防范
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安庆市气象台15日“官宣”，安庆已
连续五天平均气温稳定小于22℃，于10
月 6日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据悉，今年安庆于5月24日入夏，整个夏
季长达 135 天，入夏和入秋时间均正
常。宜城的秋天十分短暂，常年秋天平
均天数仅为59天。在炎热漫长的夏季
和寒冷冗长的冬季之间，凉爽美好的秋
季显得弥足珍贵，赶紧拥抱秋天，不负
秋光吧。 （全媒体记者 程呈）

安庆“官宣”入秋
周末将迎“断崖式”降温

本报讯 近日，怀宁县教育局联
合县公安局开展公安、教育、家庭等
多方共同参与的护学岗共建工作，推
行建立了以民警、老师、保安、家长
和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的“1+N”护学
岗，推动护校安园再升级。

该县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护学岗建
设，形成了由公安警力2人、校园保
安2人、教职工2人及家长志愿者4人
组成的“1+N”护学岗群防群治力
量。其中，学校根据上下学时段护学
需要和安全防范重难点，会同公安部
门设定护学岗位，明确护学岗成员的
护学、巡查、疏导、值守、教育等各
项职能。

学校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分局）
针对学校周边实际情况，指导“护学
岗”具体设置路段、区域，确保各岗执
勤力量同街面巡控力量密切协作。同
时，全面推广“一键式”报警、智能化视
频识别系统等技防手段，保证全县所
有护学力量在发生突发情况时能整体
联动、快速反应，协同作战，迅速处置，
最大限度发挥整体实战效能。

推行期间，该县每天安排不少于
120名机动警务力量，在全县20个乡
镇中小学周边的60余个路口设立护学
岗，通过进一步整肃校园周边治安和
交通秩序，积极预防涉校涉生治安、
刑事案件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全力保
障中小学学生、儿童的人身安全。

此外，当地公安交警等部门还主
动联系各学校、幼儿园以“护学”为

主题，开展各具特色的安全教育活
动，增强全体师生、幼儿、家长安全
意识和自觉行动。

突出“1”个护航核心目标，激发
“N”种平安联创活力，扩大全民护学
“朋友圈”……怀宁县通过推行“1+N”

护学岗联动织密平安校园防护网，学
校周边乱停乱放、闯红灯、不走斑马

线、逆行、无序经营等情况明显好转。
（全媒体记者 杨一 通讯员 储义）

充实群防群治力量 推广技防手段

怀宁“1+N”推动护校安园再升级

本报讯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
悉，近日，交通运输部批复同意宿松
临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有限公
司使用深水港口岸线280米。

为满足腹地产业园区货物水运需
求，宿松县规划建设安庆港宿松港区
公用码头工程，该工程位于长江下游
东北横水道左岸、望东长江大桥上游
约37公里处，拟建设2个5000吨级公
用泊位，其中1个件杂货泊位和1个散
货泊位，年设计吞吐量为328万吨。该
项目定位为园区配套基础设施，是集
货物中转、运输、装卸、配送、流通等为

一体的综合物流码头工程，主要货种
中散货为非金属矿石，件杂货为大理
石、汉白玉等石材、钢材、农产品、皮革
原料及产成品等，预计投资4亿元。

交通运输部要求，未经批准，不得
改变岸线性质和用途，不得自行转让岸
线使用权；项目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配套建设安全监督、环境保护
等设施，建成后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工程验收；码头运营要服从港政、航政
的统一管理，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华丛发）

满足腹地产业园区货物水运需求

宿松港区深水港口岸线获批

阮宜成，在50 岁的年纪踏上了
摄影之路，三十五年里他默默穿行
于城区大街小巷，先后用 8 部相机
拍摄了近20万张照片，将宜城的旧
貌和新颜定格于方寸之间。如今，
耄耋之年的他将毕生心血——20 万
张照片及底片捐献给安庆市档案
馆，为安庆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宝
贵的影像资料。

10 月 13 日，记者来到阮宜成家
中，只见屋内收拾得清简紧凑，“这
么多年来，这房子第一次这样宽敞
过，以前可是放满了照片和资料，”
阮宜成的女儿阮红莲告诉记者，她
和家人将父亲这些年拍的所有照片
和胶卷底片等资料足足整理了两
天，才交给市档案馆运走。

看到自己多年的付出能为城市
建设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已经88岁
高龄的阮宜成非常高兴。“我年轻时
就喜欢摄影，在那个年代，摄影是一
件很奢侈的事。”阮宜成说，1984
年，当时在新华书店工作的他到省城
参加一次会议，得知安庆城将进行大
规模的拆迁改造，于是他萌生了把老
城旧貌真实记录下来的想法。一家人
都很支持他，并通过工休打零工凑齐
了 100 多元，帮他买了一部“飞跃”
牌照相机。

从此，阮宜成利用业余时间走街
串巷。低矮的民居，狭长的街道，旧
建筑，老场景，那时的人和事，都
被他的镜头定格成永久的影像。拍
摄工作是艰苦的，每次出门，除了
推上自行车，背上心爱的摄影包，
他还要带上一天的干粮。一次为拍

摄杨家拐，他选好角度正准备按下
快门，一辆车子突然擦身而过险些
撞上，后来这张照片被 1997 年 8 月
出版的 《安庆市志》 采用。此外，
他所拍摄的近圣街、老龙山路同安
岭段、鸳鸯栅、胭脂巷街等，均被
张健初著的《皖省首府——老安庆》
所收录。

从记录古城新貌新变化，到周边
的好人好事好活动，再到安庆人经历
的重大历史事件，自从走上摄影之
路，阮宜成都冲在一线，力求记录下
每个难忘的瞬间。

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
灾，安庆遭受暴雨袭击和洪水的重
大威胁，“大灾面前全市人民全力
抗灾，我一定要将这种不屈不挠的

精神记录下来。”阮宜成立即赶赴
抢险第一线，为奋战在江堤的抗洪
人员频频按下快门，抢拍下 《护堤
之战》。

在阮宜成的心里，安庆长江大桥
建成通车这一事件让他感触最深。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2004
年 12月 26日，承载着安庆人百年梦
想的安庆长江公路大桥建设完成。阮
宜成从桥基开工，到最后一块钢箱梁
安装到位，直至胜利通车，他的镜头
自始至终紧盯着大桥建设，为此他还
以“梦想成真”为题专门拍摄、整理
了一套图片资料。

为城市留影存照这么多年，阮宜
成为此几乎花光了全部积蓄，但他毫
不后悔：“有很多同志过来找我翻查

老照片，说明我拍的东西有价值，我
做的事情有意义。”

谈到摄影几十年来的收获和感
触，阮宜成说：“从最初的兴趣爱
好，到以留影城市变迁为己任，这
种思想认识是从一次次拍摄中感
悟到的。城市的发展建设凝聚着
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无私奉
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激励着我
投入毕生的精力来记录和留存这些
珍贵的瞬间。”

“这批档案既丰富了我们的馆
藏，也为安庆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佐证文化史料，给我们安庆
的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档案遗产。”市
档案馆工作人员胡孝顺说。

全媒体记者 方芳

三十五载拍摄照片近二十万张

阮宜成：以留影宜城变迁为己任

10月15日，怀宁县一小学护学岗成员在值守护学。 通讯员 赵赟 摄

阮宜成近照。 通讯员 余平 摄阮宜成拍摄的杨家拐旧址。

10月11日下午，大观区荣升社区和结对单位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联合开展“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活动，为社区10余名高龄老人送上米
油等慰问品，并祝他们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潘桂凤 摄

本报讯 10月14日至15日，中国
民主促进会安庆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
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民进安庆市第八
届委员会，潘连宇当选为民进安庆市
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省政协副主席、民进安徽省委主
委李和平，民进安徽省委专职副主委
王容川，市领导胡红兵、陈明生、程
志翔、何家虎，市各民主党派、市工
商联负责人到会祝贺。

李和平代表民进安徽省委向大会
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他指出，民
进安庆市新一届委员会要聚焦加强自
身建设，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

行，团结带领会员接续奋斗，努力建设
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
作风优良、制度健全，有理想、有追求、
有成效、有影响的地方组织，在新时代
展现民主党派的新作为！

胡红兵代表中共安庆市委向大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希望，全市
民进组织及成员在新一届民进市委带
领下坚持凝心聚力，不断巩固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坚持同心协力，积极服务
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坚持齐心合力，全
面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努力做中国
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全媒体记者 项珍）

民进安庆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李和平王容川胡红兵陈明生程志翔何家虎到会祝贺
潘连宇当选民进安庆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报讯 10 月 15 日，“平安安
庆”建设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推进会召
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捍卫出
席会议并讲话。

吴捍卫要求，要坚持“三督并
进”，发挥督导组包片、专项组包领
域、主管部门包行业的机制作用，不
断推动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要完善

“四不两直”及暗查暗访制度，注重
发挥主管部门熟悉行业、了解情况、
知晓问题的优势，提高督导工作精准
化程度；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查隐

患促整改，通过立行立改、举一反
三、深挖根源等方式切实增强工作实
效；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在广泛发
动上下功夫，形成人人参与的浓厚氛
围；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方式做好宣
传宣讲，以正面典型强化示范引领；
要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用好行业领域
热线平台，落实线索举报奖励制度；
要坚持有责必尽，落实“三个一律”
的刚性规定；要严肃工作纪律，进一
步压紧压实各级责任。

（通讯员 刘炜 张艺铭）

吴捍卫在“平安安庆”建设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推进会上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查隐患促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