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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得好好的培训机构突然停课关门，家
长微信也被拉黑，我现在只想退钱，不知道该
找谁……”

8月8日，有多名家长爆料，反映咸宁多
家创艺贝比早教培训机构关闭一事。警方已
经介入调查此事，正在对课时还未完成的家
长进行登记。

培训机构跑路 家长建群维权

“在家长、老师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通知机
构破产……家长退钱无望。”

近日，有网友发抖音爆料称，之前在万顺
达的创艺贝比为孩子报名参加培训，如今老
板却突然失联，多家门店也均已关门。

“在关门前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人发现蛛
丝马迹，老师和孩子正常上课，机构暑假仍在
正常招生，但近日却突然发现微信被拉黑！”

市民谢女士说，2021年3月13日和5月
21日，她给孩子在万顺达创艺贝比早教培训
机构报名了一年早教课程96课时和暑假班2
个月，共花费8800元。课还没上到一半，就
传出机构关门的消息。

谢女士介绍，目前众多报名参加培训的
家长已经创建了家长维权群，目前群里的家
长已经超过了300人。“我们只希望将剩余课
时折算成钱予以退还。”

家长王女士表示，创艺贝比在咸宁有三
个校区，分别在万达广场、万顺达广场鹤三胜
印象，目前三家早教培训机构均已停止营业。

“机构的三个校区都没有人了，万顺达那
边也发了公告，说创艺贝比拖欠租金。”王女
士说，之前在这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感觉老师
们都挺认真负责的，孩子也很喜欢这里，所以
从没质疑过什么，没想到机构会突然关闭，

“机构说是因为疫情原因关门，但老板失
联，电话打不通，微信也被拉黑，我认为这就
是跑路。”

公司拖欠薪金 老师正在申诉

10日，在万顺达三楼的校区，记者看到，
其门店已大门紧锁，人去楼空，只剩下桌椅板
凳堆叠在一起，墙上创艺贝比的招牌也已破
败不堪。

大门上贴着的公告显示，因创艺宝贝教
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逾期未支付租金，物业
管理费等，严重违反合同，万顺达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于2021年07年31日与该公司正式解
除合同，并以清场的方式收回商铺。

在万达二楼的创艺贝比校区，门店同样
大门紧锁。万达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创艺宝
贝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我们的合同之前
就有过逾期行为，我们发律师函之后补缴了
一次，现在的合同这个月22日到期，再次逾期
将以代为清场的方式收回房屋。”

另一市民叶女士告诉记者，她在万顺达
校区为孩子报名早教课和英语培训，2020年
年底和今年5月分别缴费5000和2400元，总
共购买156课时，还有112节课没有使用。

8月5日，叶女士偶然刷到机构班主任小
孟老师的一条朋友圈，

“那个老师在朋友圈说自己现在很懵，自
己任职期间一直被严重拖欠工资，现在机构
关店连6月份的工资都没有拿到，关店原因老
板都不让老师提前告诉家长”。

也是在这一天，多名家长发现自己添加
的老师微信已经被拉黑，老板电话也打不通。

叶女士介绍，培训机构在端午节等假期大
肆推销各种课程和优惠套餐，推出了很多低价
包来吸引众多宝妈充值几百节课几万块的课
时包，家长们把钱交了，老板缺突然失联。如
今她质疑机构在培训费用收取方面不合理。

公安机关立案 案件正在处理

记者联系了咸宁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
员表示，因该机构相关负责人都已经联系不

上，门店也均已关闭，消费者协会只能进行调
解并没有执法权。

据多名家长表示，她们已分别在当地辖
区所在的派出所报案。目前，双鹤桥派出所
已经受理此事，工作人员表示，已成立专班开
展调查取证工作，后期将持续推进案件进程，
早日为人民群众挽回损失。

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教育
培训要慎重，在选择培训机构时要做到“四注
意”：一要注意查看办学资质。培训机构应具
有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
证，教师应具备教师资格证或相关资格证书，
消费者最好能实地考察、提前试听，再做决定。

二要注意不要轻信广告宣传。对培训机
构打出的“名校名师”“包过”“不通过全额退
款”“高效速成班”等旗号，应当理性看待。

三要注意谨慎签订合同。对培训课程的授
课时间、授课方式、授课内容、费用、退费条款等
要详细了解，并妥善留存合同及缴费凭证。

四要注意尽量选择短期付款方式。要避
免一次性高额投入，并要仔细查看分期付款
合同，谨防开通“培训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规定：收费
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
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培训机构突然跑路怎么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11日，记者来到温泉中百仓储超市，入口
处设有排队区以及“请保持1米间距有序排
队”的提示牌。通过排队区的顾客经由工作人
员测量体温，并确认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

走进卖场内部，记者看到，大多数区域人影
寥寥，只有生鲜蔬果及其他食品区聚集了约20
位顾客，架上商品琳琅满目，数量也较为充足。

“我们专门成立了采购小组，这些都是从
武汉调配的。我们店每天可以采购到两车近
10吨的货。”中百仓储咸宁店总经理陈红介

绍，有些菜虽然进价上涨，但仍按之前价格亏
本销售，以保证价格稳定。

记者从同惠广场优佰超市了解到，为满
足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他
们开始实施更大力度的惠民销售。

“菜瓜每斤1.98元，新鲜上市的奶冬瓜每
斤1.28元……”超市负责人说，推出“一元菜”
就是为了重点保障辖区低收入群体购买。

“疫情反弹，我们之前还有点紧张，在家里
和老头子商量赶紧到超市多囤点大米和菜。”家

住香城花园的冯女士说，他们在超市转了一圈
后立即打消了囤米囤菜的念头，“米价菜价都
很平稳啊，个别菜价不涨还跌了，这让我们心
里踏实多了。”

咸安武商量贩超市还推出了蔬菜、水果、
鸡蛋、畜产等6种小分量套餐。以蔬菜套餐
为例，包含7个品种，黄瓜、茄子、青椒、黄白
菜等均不超过1公斤，单价均与平日持平。
和酒店里的例份菜一样，这种“例份套餐”很
受欢迎。

武商量贩咸宁区域负责人吴晓玲介绍，公
司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保供小组”，率
先作出承诺，全力以赴确保民生所需。

“请市民放心，所有商品均以正常价格销
售，货量充足，保障供应，请大家理性消费、按
需购买。”吴晓玲说。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目前，我市口罩、
酒精等防护用品正常供应，供水、供电、供气、
供油、通讯均有保障，粮食、蔬菜、肉蛋奶等生
活必需品供应没有问题。

如何保障供应？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如何保障
供应、稳定物价、保障安全？近日，
记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新闻追问
问民生

如何做好疫情防控市场保供稳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王曙峰 徐晓明 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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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市民最关心的就是物价。
10日上午8点，温泉中心菜市场门前已然

是车水马龙。手拿记录本、胸挂工作证的采价
员汪洁和同事宋均准时出现在菜市场门前。

一进菜市场，汪洁就开启了工作模式。
熟悉的摊主都亲切地称她为小汪。

“老板，散装东北大米多少钱一斤？”“小
汪来了，今天大米3块3。”在一个粮食摊位
前，汪洁开始询问着粮食类规格品的价格。

“这个价格已经接近半年没有变动了。”汪洁
告诉记者，“粮食价格是现在的热点，前些日

子，有市民为应对疫情，屯粮抢购，但全市粮
食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黄豆呢？”“4块。”“上次采价是3块5一
斤，涨价了啊？”摊主告诉她，这主要是因为国
外疫情蔓延，一部分主产国禁止了大豆出口，
带动了国内大豆价格上涨。

采价工作看上去简单，就像买菜询价一
样。然而，这一上午，汪洁要采集100多种食
品的价格，涵盖粮食，鸡蛋，畜肉，鲜菜，水果，
水产品等。比如，针对猪肉这一品类，汪洁需
要采集后腿肉、五花肉、肋排、猪肝、猪蹄等多

个规格品价格。每一种规格品价格，她都要
询问多个摊位，采集众数，以保证价格对调查
市场的代表性。

价格变动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市场信息，
采价员对价格变动都十分敏感。汪洁心里有
一个“比价器”，也练就了“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技能。

碰到正在忙碌的摊位，汪洁不给摊主“添
乱”，而是默默的站在一边，“倾听”顾客实际
成交价格，等顾客离开后，再向摊主询价。

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汪洁就近吃了碗

面。下午，她还要去城区药店采价。“价格监
测意义很大，‘米袋子’‘菜篮子’‘药罐子’的
价格监测都得靠我们，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候
更不能缺席。”汪洁说。

记者跟着采价员们深入现场发现，价格
不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而是采价员们用脚
步丈量出的市场监测报告。在疫情防控期
间，这些来自一线的数字变得尤为有温度，成
为政府实时掌握价格变动情况、做好特殊时
期市场供给、保障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提供了
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如何稳定物价？

如何确保安全？
“进场人员，请带好口罩，主动配合测量

体温。”在温泉中心菜市场门口，一个大喇叭
正在循环喊话。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温泉中心菜
市场织密织牢疫情防线，做到防控机制、员工
排查、防控宣教、设施物资、环境消杀、安全生
产六个到位。

“刚刚进来，他们就在门口给我测了体
温，还蛮负责任的。”正在买菜的市民朱先生
说。

市城发农贸市场公司负责人彭芳告诉记

者，对摊主的管理问题上，市场也会及时掌握
商品来源，并要求摊主带上消毒手套，确保居
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每天消杀两次，上午9点，还有就是下
午3点以后。经营户包括家庭成员都需要上
报每天的身体状和进出状况。”彭芳说。

随后，记者来到温泉三号桥菜市场，记者
现场看到，市场内整洁明亮，井然有序。市民
必须戴好口罩、体温测量正常后才可以进
入。菜市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非常
注重市场的防疫工作，市场全员做了核酸检

测，市场内的垃圾都是由专门的公司回收处
理，活禽也是禁止销售的。

疫情防控期间，网络订餐是确保舌尖上
安全的重要一环。

记者从多家网络订餐配送平台了解到，
网络订餐配送人员在每天接单前，都会到所
属站点进行全方位消毒、测量体温，并被要求
全程戴口罩。此外，相关平台的绝大多数工
作人员已接种新冠疫苗。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餐品包装方面，商家
也越来越注意严密包装，避免网络订餐配送

人员直接接触食物。温泉沃尔玛负一楼一家
快餐店负责人说，店里比平常更注意餐品安
全，所有网络订餐使用牛皮纸包装袋，装袋后
还要用订书机仔细密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确保网络订餐
安全配送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非常重要，
网络订餐配送平台、餐馆应严格落实戴口罩、
测温验码、密封包装等措施。同时，消费者防
疫措施不能松懈，在取餐时必须戴口罩，并保
持安全距离，或要求网络订餐配送人员将餐
品放在门外，实现不见面取餐。

共享单车停车点为何取消？
网民报料：
共享单车是为了出行方便，但是最

近取消了好多停车点，每次要用车都要
走很远，为什么家用电单车可以停共享
单车却停不了？尤其是中心花坛找了很
久找不到停车点，中商门口那么大的地
方为什不让停车？共享单车影响市容难
道家用电单车就不影响？

记者调查：
咸宁市城管执法委回复，市区中心

花坛周边车流量、人流量较大，公共停车
泊位被大量的共享单车占用，且乱停乱
放现象严重，市民反映强烈。为进一步
规范共享单车停放秩序，缓解中心花坛
周边的停车压力，将沃尔玛停放点改至
老钟楼附近、文化广场停放点改至艺校
附近。（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无健康码的老年人如何坐公交？
网民报料：
现在疫情防控严管了，我父亲年纪

大了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所以一直都没
有健康码，但是现在搭公交车要出示健
康码，请问怎么解决？

记者调查：
枫丹公交公司营运安全部部长程

继桥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公交公司要求所有上车乘客佩
戴口罩出示健康码方可乘车。没有健
康码的老年人，可到所在村（社区）开具
健康证明。

记者随机走上市区2路、8路公交发
现，乘客们上车后主动出示健康码，待
司机确认后再刷卡付费。对于上车出
示健康码，车上乘客表示非常认同。“觉
得在公交车上管理严一点，这个挺好。
这样做，安全有保障，大家都放心。”市
民小潘说。

枫丹公交提醒广大市民：疫情期
间，请提高防范意识，非必要不出门，出
门戴口罩。老年人尽量少出门，不集
聚，确保疫期安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游船安全如何保障？
网民报料：
通城县雁塔公园游船问题存在风险

安全问题。该船可坐26人，但是每趟船
基本都超出十几人，存在安全隐患，望有
关部门进行了解核实，规范运营，防止出
现问题。

记者调查：
记者从通城县城发集团了解到，该

公司已经向雁塔公园游船负责人了解情
况，并要求雁塔公园游船负责人要加强
安全生产意识，加强防护措施，增加救生
设备，严格按照安全制度工作。

通城县城发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公司确实在有管理上存在漏洞，未
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对此该公司将加
强安全意识，同时也感谢市民提出的意
见，该公司今后会加强管理，竭诚为旅客
服好务。

经调查核实情况后，该公司做出以
下几点处理意见：1、雁塔公园游船不得
超载，如发现超载对负责人罚款 200
元。2、加强雁塔公园安全管理，加强防
护措施，增加救生设备，严格按照安全制
度工作，杜绝出现此类事件的发生。3、
与承租方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龙潭河西岸断头路何时修通？
网民报料：
龙潭河西岸有个地方形成了断头

路，严重影响市民休闲体验，也破坏了龙
潭河湿地公园的完整性。请问相关部门
是什么原因，希望能尽快修通。

记者调查：
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手拍”应用上收到了网民该诉求，
已及时将案件派遣给了龙潭湿地公园的
项目方市城发集团。从反馈来看，现阶
段因存在拆迁协调问题未能接通，也不
存在违建问题。

市城发集团相关负责人具体介绍，
龙潭湿地公园西岸与碧桂园围墙之间在
建设之初拟新建一条道路，但因种种原
因还没有提上日程。公司在投资建设龙
潭湿地公园时，考虑到该拟建道路暂未
实施，主动将西岸绿道和碧桂园围墙外
沿河道路先连接起来，并联系咸安区政
府协调碧桂园围墙外房屋的拆迁补偿和
沿河道路的接驳工作，但多次协调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沿河道路无法联
通。建议相关部门在启修拟建道路前，
综合考虑沿河道路连接问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