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越来越多
消费者重新走进电影院，电影市场
逐渐回暖。但一些细心的购票者
发现，同一场电影、同一个影厅，却
出现了不同的价格，想坐在中间的

“黄金区域”观影，需要支付更高的
费用。

好座位最多要加25元

“现在影院也开始学习演唱会
的套路分区分排定价？”市民孙先
生近日在网上购买电影票时发现，
家附近的电影院设置了最佳观影
区和普通观影区，最抢手的中间座
位票价42元，而靠过道位置的座位
票价39元。“以前选座位都是先到
先得，现在竟然还得为好的位置多
付钱。”孙先生对此有些不解。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包括万达
影城、北京耀莱成龙影城、UME影
城等部分大型影院已实行分区定
价，大部分影厅设置了两种档位，
也有少部分影厅设置了三种档
位。同时，不同品牌以及同一品牌

的不同门店价格设置也各不相同。
具 体 来 看 ，UME 影 城 华 星

IMAX店设置的票价差距最大，大
部分影厅黄金区域比普通区域贵
10元，有部分场次黄金区域比普通
区域贵25元。

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临河里店
的最佳观影区和普通区域价格相差
1元，丽泽店的票价差为3元，西红
门店的票价差为2元，而房山店在同
一影厅设置了三种档位，例如某部
影片票价设置为 47 元、50 元、52
元。万达影城也采取了分区定价，
记者查询第三方购票平台和万达影
城自营APP发现，万达影城设置了
两种票价档位，黄金区域比普通区
域贵2元。万达影城通州店的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店里取消了现场购
票，消费者都需要用手机订票。

不过，也有影院的票价分区主
要集中在第三方购票平台上，现场
购票实行统一票价。“现场买票普
通场次都是90块钱，不过线上第三
方售价更便宜。”北京耀莱成龙影

城丽泽店的工作人员说。

差异化票价影响观影心理

票价分区制在演艺行业由来
已久，但这种售票方式在院线推广
是否有合理性？中国企业资本联
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认为，票价分区
类似于航空公司按不同舱位定价，
可以实现影院座位销售收入的最
大化，而观众按照不同区域的座位
承担不同的票价，为更好的座位付
出更高的价格也不违背强制性法
规与行业规定。

不过，也有电影爱好者认为，
一个本来就不大的影厅，设置了被
价格分出三六九等的座位，会影响
人们的心理认同感。

影院增收效果有限

作为电影院增收的一种方式，
越来越多电影院实行分区定价，反
映出电影院面临的现实经营压
力。数据显示，我国影院上座率逐
年降低，从 2015 年的 17.4%降至

2019年的11.1%。2020年疫情的发
生进一步对电影市场产生冲击，部
分影院增收压力不小。

不过，在上座率并不高的情况
下，分区定价对影院增收的效果目
前还十分有限。对于一些非热门
电影来说，黄金座位很难卖出去。
不过，对于上座率高的热门影片来
说，分区定价可以起到一定的增收

效果。
针对“是否愿意高价买影院黄

金位置”，近日有媒体在微博上发
起了投票，超过1300名网友参与了
投票，其中 51%的网友表示“不愿
意”，36%的网友选择“不好说，得看
电影类型及票价差距”，只有13%的
消费者选择“愿意”。

（据《北京日报》）

今年的暑假与往年有很大不
同——普惠性暑期托管班在全国
多地推出。日前，教育部印发《关
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
通知》。截至目前，北京、上海、武
汉、南京……至少十几个城市已
出台暑期托管服务政策，有的早
已开设托管班。

暑期托管班渐次落地

一些地方初步“试水”。
2 日，北京市教委表示，将正

式启动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具体
将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年
级至五年级学生的托管服务。很
快，北京东城区有学生家长在微
信群收到学校通知。5日，西城区
某学校通知家长，可以报名暑期
托管班了：托管服务分两期，每名
学生限报一期；托管时间为早上8
点半至下午5点半。

还有一些地方的实践已开展
多年。

据了解，早在2014年，上海就
正式创办小学生爱心暑托班，除
2020 年因疫情原因停办外，已累
计开办暑托班 2382 个，服务小学
生超18万人次。

6日上午，在武汉市武昌区秦
园路社区青少年暑假社区托管
室，50名小朋友边听边捏，创作着
自己喜欢的泥塑。

近年来，武汉市每年都会开
设300多间社区托管室，每年有近
2 万人参加。6 月 30 日启动报名
以来，已有超过 9000 名小学生报
名。首批114间市级托管室已于7
月5日正式开放。

教育部通知明确，托管服务
坚持自愿不强制。从各地公布的
举措可以看到，托管班主要面向
当地小学生。一些地方还将留守
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残疾儿童等，作为优
先或重点服务对象。

关于收费，教育部要求坚持
公益普惠原则。不少地方提出

“公益性”“全部免费”或“不收取
费用”，有的则只对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免费。有的地方收取费
用，每期从360元到600元不等。

在人员安排上，各地多以招
募的志愿者为主。对参与暑期托
管服务的教师、管理人员等，也有

地方提出在考核、评优等方面予
以体现。

“这是很好的惠民措施，确实
能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北京家
长王女士认为，与保姆和校外机
构相比，学校托管更安全、经济，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是个福利。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唐科莉曾就
欧洲国家的托管服务做过相关调
研。她说，支付得起、优质的“课
后托管服务”有助于儿童的社会、
情感、认知发展及促进社会融合。

名额不到1分钟就抢光

据武汉市武昌区秦园路社区
副主任黄靓介绍，今年社区托管室
计划招生50人，但报名近百人。由
于疫情防控要求，加之场地人员有
限，不能满足所有孩子需求，目前
只能采取分时分班措施。

上海徐汇区漕河泾街道团工委
副书记王骅说，两期暑托班共160个
名额，自开放线上报名后不到1分钟
就被抢光。家长刘女士说，“天天紧
盯公众号，才幸运‘秒’到了名额。”

一些家长担心暑托班沦为补
习班或作业班，对此教育部通知
要求，要合理安排暑期托管服务
内容，应以看护为主，开放教室、
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资源设施，合
理组织提供一些集体游戏活动、
文体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
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服务，不得
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

一些地方推出各类举措。上海
今年参与爱心暑托班的单位增加到
14家，这些单位会“带课进班”或“配
送课程”，提升知识性和趣味性。

比如，主办方委托华东师范
大学开发了党史主题课程；上海
市卫健委负责“卫生健康专题课
程”，由青年医师讲师团、青年医
护工作者代表“送课进班”。绿化
市容、水务、市场监管、体育等单
位则分别“配送”环保公益、食品
安全、体育培训等课程。

在场地选择方面，各地目前
主要采用学校承办、社区托管、盘
活资源等方式。一些地方也将日
常托管场所直接转变为假期托管
地，最大限度利用场地。

武汉的托管室主要依托全市各
级团组织在社区建设的1000余个

青少年空间。共青团武昌区委副书
记叶壮说，把托管室建在社区，主要
是考虑离学生家近，接送方便。另
外，也有助于拉近与居民的距离。

配套措施需要加强

办好托管班，人员、资金等要
素至为关键。

此前，有人担心暑期开班，老
师的休息时间和权益无法更好保
障。“老师们日常工作达十几小
时，每天5点出门，晚上七八点下
班，全靠寒暑假缓口气。”

在现实操作中，一些地方通
过招募志愿者、选派青年社工等
方式，来解决师资方面的困难。

“大手牵小手”，是上海小学
生爱心暑托班的特色。今年上海
招募超过12000名学生志愿者，确
保暑托班按师生比 1:5 配备工作
人员。2014 年以来，参与的大中
学生志愿者已超6万人。

在漕河泾街道办学点，上海
电力大学大二学生徐畅准备了美
术课程，她很喜欢和小朋友玩，

“我以后想做老师，所以先借着暑
托班积攒些经验，提前体验下。”

王骅介绍，漕河泾街道办学
点每班配有 5 名大学生志愿者、2
名高中生志愿者，再由街道统筹
选派一名青年社工入驻，形成“5+
2+1”师资模式。“暑托班不仅要带
给孩子们快乐，也可以成为大学
生、高中生的实践平台。”

在经费方面，目前有些地方
由财政部门核拨课后延时服务经
费，有些则由市总工会承担。一
些地方在公益看护基础上，必要
费用由家长承担。

共青团武汉市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逐渐形成了“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家庭支持”的资
源调配模式。由政府划拨专项经
费，教育、公安、卫健等多部门共
同参与，共青团具体负责。

上海的爱心暑托班规定，必
要的午餐、保险、活动耗材等费用
由学生家长承担，各办班点原则
上按每人每期600元的标准收费。

有专家建议，暑托班不能代替
家庭应承担的教育之责，家长可借
助暑托班情况了解孩子兴趣所在，
科学合理安排暑期学习生活。

（据新华社）

多地推出普惠性暑期托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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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增收出新招

好座位要多掏钱，你买单吗？

7月13 日，国家卫健委发出通
知，要求做好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工作。2021年，人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 79
元。新增的5元统筹用于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
情防控工作。

重点包括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做好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
力检查工作；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预防接种门诊服务。推进电子
健康档案务实应用。以慢病患者、
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为切
入点提升服务质量。 （据新华网）

国家卫健委：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
提高到79元

北京拟发文规范新建商品房销售
杜绝“货不对板”

针对购房“货不对板”等现象，
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发布《关于进一
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
新房销售要规范设置交付样板间，
装修标准应与预售方案中所列的
清单内容保持一致，同时对销售推
广等进行规范，严禁虚假不实宣传
等行为。

北京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个别开发企业在宣传推广新建
商品住房时，过度装饰样板间、过
分美化楼盘展示、利用不实宣传吸

引客户。在实际交付时，出现“货
不对板”“严重减配”等问题，群众
意见较大。

为避免出现此类情况，进一步
规范商品住房销售行为，征求意见
稿从规范设置交付样板间、规范商
品住房销售推广、落实交付前房屋
质量查验制度、压实开发企业主体
责任四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要求企业
加强销售管理，对热销项目要在区
住建部门指导下，公证摇号优先面
向无房家庭、属地家庭、周边企事
业单位员工家庭出售。（据新华社）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了“食品
级”化妆品的说法，商家宣称这类
化妆品原料都是“无添加”“纯天
然”的，更安全有效。业内人士表
示，这是商家制造的营销噱头，给
化妆品安上“可食用”的名号，让其
显得是“无添加”“纯天然”的，更安
全有效。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业内人
士表示，并非像消费者想象的那样
——食品相对于化妆品纯度更高、
更安全。事实上，相对于食品，制
作化妆品所用的原料有时候对纯
度的要求更高，因为杂质过多会导
致化妆品的配方体系崩塌。

此外，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
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发布消
费提示，称不存在“食品级”化妆品

的概念。
食品的使用方式为经口摄入

（食用或饮用），并通过消化系统
各个器官的协调合作来完成消化
和吸收，与化妆品的使用方法、作
用部位、作用机理等均不相同。
因此，食品和化妆品是完全不同
的概念。

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化妆品宣传不能含有“纯植物”

“纯天然”等绝对化的词语。一些
商家投机取巧，用“食品级”引发消
费者联想，替换了已经被明令禁止
的“纯天然”“纯植物”的概念。

监管部门提醒，有部分商家宣
称化妆品是“食品级”成分，诱导消
费者购买，都是违反规定的。

（据《北京青年报》）

“食品级”美妆产品？
监管部门：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