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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
“双减”
工作
兰州市开展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督查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
首席记者武永明）为全面落实
“双
减”工作，规范兰州市校外培训机
构办学行为，兰州市教育“双减”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召开的
全市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督查
部署会议明确，9 月 13 日-17 日
开展的专项督查，重点就各区县
校外培训机构落实
“双减”政策情
况，如各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时
间、培训行为、培训教师、培训收

费、培训广告是否合法合规等内
容进行督查，并基于督查情况建
立整改台账，
限时整改到位，
严格
落实
“双减”各项工作要求。
会议对本次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督查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本
次督查要完善校外培训机构规范
的长效机制，促进全市校外培训
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切实减
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
支出负担，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
会上，兰州市教育局、兰州市
公安局、兰州市市场监管局、兰州
市民政局、兰州市文旅局、兰州市
体育局、兰州市人社局、兰州市科
技局、兰州市卫健委等各成员单
位按照工作职责，就开展好本次
督查专项行动提出了针对性和
操作性强的建议。按照督查职
责分工，在督查期间，教育部门
负责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条件、

办学行为、教学质量、使用教材、
教辅材料和教师资质等进行严
格筛查。民政部门重点做好学
科类培训机构登记工作和清查
违反相关政策规定情况的督
查。公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妨
碍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行为，联
动开展情报信息搜集研判和预
警预防，做好相关涉稳事件应急
处置。人社部门重点清查审批的
职业培训机构未经批准面向中小

旅游产业让村民日子红红火火

——兰州
“美丽乡村记者行”
走进西固区河口古镇

河口古镇，素有“金城
西大门”之称，古镇地处黄
河北岸，是古代黄河上游著
名的四大渡口之一，也是如
今的国家特色小镇之一。
步入河口古镇，古风古
韵扑面而来，悠悠古镇山水
环绕，钟鼓楼、卧桥、城门、
牌坊、码头，古镇的恢弘气
势尽显眼前。在庄浪河与
黄河的交汇处，十里黄河金
岸栈道蜿蜒盘踞在古镇旁，
黄河在此也放慢了脚步，似
乎聆听着古镇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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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科普日”
甘肃主场活动启动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陈泳）9 月 14
日上午，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为主题的 2021 年全国科普日甘肃主场活动在
白银市矿山公园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省科协为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协同创新基地、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协同创新基地等 12 个协同创新基地授牌，
开展了移动红色画廊展示、VR 移动展示、机器人
展示、无人机航空航模展演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
动。
据了解，围绕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省科协联
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有关单位，
共同策划了甘肃主场活动和碳达峰碳中和科普、
科技资源科普、卫生健康科普、校园科普、乡村振
兴科普、企业科普等系列联合行动，旨在促进科学
精神和科技成果全民共享，推动全民科学素质水
平全面提升。
近年来，全省各级科协组织坚持把科学普及
作为主责主业，不断完善全民科学素质协同共建
机制，持续推进基层科技场馆、科普信息化等基础
设施建设，大力实施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推动
全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由 2015 年的 3.95%
提高到 2020 年的 7.14%，超过了“十三五”规划确
定的 6.25%的目标。

着力打造古镇旅游服务

9 月 13 日，兰州“美丽乡村记者
行”走进西固区河口古镇。近年来，
河口村依托优美的山水风景、深厚
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环境，进一
步提升改造了古镇风貌，着力打造
旅游服务，目前已成为甘肃热门旅
游目的地之一。景区经过几年的建
设，各项配套设施基本完善，家家户
户都尝到了发展旅游产业的甜头。
“河口村留存了许多文化遗存，
古城池、古码头遗址、清代纱灯等
历史文物，特别是河口古民居，是
河口古文化遗址保存最多的古民
宅，作为兰州现存较为完整的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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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西固区河口古镇风情。

学生开展培训的行为。文旅、体
育部门重点清查和规范本部门审
批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文化、艺术、
体育等培训机构。卫健部门对校
外培训机构开展卫生监督检查工
作。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做好义务
教育阶段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
工作和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关登
记、收费、合同、广告、反垄断等方
面的监管工作，依法查处培训机
构违法经营行为。

居群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
业态。”河口镇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主
值 ，现 存 较 为 完 好 的 古 民 居 有 37
任张伟介绍道，河口镇不断开展不
处、200 多间，是我国明、清时期民
同季节、不同时段、不同年龄、不同
居建筑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政
地域风貌和传统节庆的主题活动，
府精心策划了‘年味·河口’古镇春
并通过本土化改造形成具有乡土风
节 文 化 活 动 ，筹 备 了 古 镇 美 食 大
情的特色农家乐和民俗休闲院落，
赛、
‘ 最美丹霞’摄影大赛、戏迷票
打造了河岸景观与农业观光相结合
友大赛、社火大拜年、乡街春晚、篝
的特色旅游景观带。
火晚会等系列活动。集中打造了
2008 年以来，河口村先后被国
老王古法酿皮、刘一味柴火鸡、小
家及省、市授予“全国首批中国传统
红农家馍等一批网红农家餐饮店， 村落”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国家级
从品牌形象、装饰风格、就餐环境
首批绿色村庄”
“ 中国历史文化名
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提升了农家
村”等称号，更是兰州市唯一一个
。
餐饮整体风貌，进一步完善了古镇 “全省乡村旅游示范村”

古镇村民日子红红火火

依托河口古镇千年文化底蕴， 打出了名气，深受本地村民和游客
村民们依靠旅游业把日子过得红红
喜爱，是游客必去的网红打卡地。
火火。临近午后，河口村村民张才
“我们家的特色菜柴火鸡非常
锋家里的“老院子”——农家乐里的
受客人欢迎，依靠经营农家乐，现在
游客络绎不绝，之所以叫“老院子”， 月营业额能达到 10 多万元，比以前
是因为这座院落已有上百年历史。 翻了好几番。”张钱友谈及现在的日
经营农家乐的是张才锋的儿子张钱
子笑得合不拢嘴。走在古镇的街道
友，张钱友原来在河口社区工作， 上，随处可见经营美食的店铺，全镇
2019 年 6 月，张钱友看到了古镇乡
从事餐饮的农户达到了 60 多户。
村建设的商机，前往新疆昌吉学习 “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还经常组织
柴火鸡的做法，回到村里开始着手
培训，教我们如何经营好农家乐，提
改造自家院子。2020 年 5 月份“老
高收入，如今在家门口把日子过得
院子”正式对外营业，经济效益非常
越来越红火了。”
好。一年多来，
“ 老院子”已经
近年来，随着古镇旅游业发展，

一部分村民通过经营农家乐、小吃、
畜牧养殖等致富，还有一些村民以
种植辣椒、西红柿、白菜、豆角、苹果
等果蔬增收。
“ 自美丽乡村建设以
来，目前具备规模化运营能力的农
家乐达到 60 家，特色小吃 25 家，农
副土特产经营户 30 余户，解决了近
1000 人 就 业 需 求 ，尤 其 是 近 两 年
来，古镇旅游业发展较快，游客数量
逐年增加，日均游客达到 1000 人左
右。”河口镇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张伟向记者娓娓道来。
文/图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
记者 纪敏

我省中药材
出口市场持续拓展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通讯员
姚芳 郑玲琴 首席记者熊园）9 月 14 日，
记者从兰州海关获悉，今年前 8 个月，甘肃
省出口中药材 839.3 吨，货值 2312.8 万
元。其中，道地中药材党参和黄芪出口值
分别为 143.5 万元和 54.6 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 163.8%和 6.7%。

甘肃省是我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中药材是
甘肃省现代农业“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
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之一。目前，甘肃省中药材种
植面积达 460 多万亩，年产量约 120 万吨。
一直以来，甘肃省中药材出口量小、品种单
一、出口价格低、出口市场窄，严重制约甘肃省中
药材产业发展。为支持甘肃省中药材扩大出口，
带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兰州海关全面梳理甘肃省
中药材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相关法规和检验检疫
要求，降低企业出口检疫风险。同时，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落实海关总署“证照分离”改革举
措，指导企业运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申报，
快速出具检验检疫证书，有效压缩通关时长，降低
企业贸易成本。
据统计，今年前 8 个月，甘肃省中药材出口市
场拓展至韩国、越南、荷兰等 19 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中药材类别包括党参、黄芪、甘草等 13 种，其中
冬虫夏草为今年首次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