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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工会浙江省委员会遗失财政部监制的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票据

号：1713739848、1713740194、1713738981、1713737100，声明作废，特此说明。

“施工作业时远离高压线路，这不
仅是为了电力设施安全，更是为了保
护大家！”9月2日晚上7点，德清县阜
溪街道的104国道建设项目部，来自全
县各汽吊公司的60多名企业法人、驾
驶员正襟危坐，一同观看着汽吊挖机
触电事故案例视频，这是国网德清县
供电公司联合该县汽吊协会组织的

“安全送上门”电力设施防外破专项培
训现场。

今年以来，德清道路交通建设、房
地产开发等施工全面提速，由于工期
长、时间紧、点多面广，部分施工单位
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电力设施受外力
破坏事故呈高发趋势，今年已发生10
千伏及以上电力设施受破坏事故38
起，同比增长44%。虽然处置得当未
引发大面积停电，但也对德清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带来了严峻考验。
为稳妥、有序推进电力设施保护

工作，近期，德清供电公司梳理分析了
近年来外破成因，精准施策，联合乡镇
和县相关部门，对县域内机械作业易
碰触、损坏输配电线路、电缆的“三机、

三车”（即吊车、混凝土泵车、翻斗车、
挖机、建筑工地吊机、桩机）展开排查
并建册。此次活动便是依托前期排查
建立的清册安排和组织的。

活动中，德清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结合具体事故案例，向汽吊从业人员
开展警示教育，系统讲解电力设施保
护区范围和各电压等级的安全距离，
宣讲《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提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
附近施工注意事项，提醒各汽吊公司
在今后的施工中加强管理，杜绝类似
事件发生。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了公
司精心编制的汽吊作业随车手册，留
下德清各属地供电所联系电话，方便
汽吊从业人员有疑问时，可随时获取
现场安全监护和指导服务。

下阶段，德清供电公司将继续或
按区域、或按机车类别、或按产权业主
等分类组织相应培训，开展针对性警
示宣传，同时联合县有关部门定期巡
查和执法，共同防范和打击破坏、盗窃
电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电力
设施保护工作取得实效。 陈海龙

安全送上门
德清供电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宣讲

日前，第229场银行、保险业例行新
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浦发银行副行长王
新浩以“是使命，更是事业——浦发银行
助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介绍了该行依托根植上海、辐射长
三角的地域优势，通过组织协同、产品创
新、服务升级、集团协作，提高服务实体
经济能效，助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的相关情况。参加本次发布会的
还有浦发银行公司业务总监曹江涛、浦
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战略发展部总
经理陈海宁、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
理薛宏立。

作为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全国性股

份制商业银行，浦发银行在1993年成立
之初便将“为开发浦东和发展长江三角洲
及沿江地区经济服务”写入企业章程。26
年来，坚持深耕长三角，把支持长三角发
展作为推动全行发展的战略支点。随着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纵深发展，浦发
银行不断加大对该区域的支持力度。助
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浦发银行在自
贸区建设、科创企业培育、绿色生态环保、
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要素市场延伸服务、
民生普惠等方面加快创新，并复制在服务
上海“五个中心”“四大品牌”建设中所形
成的领先优势，为长三角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发展、数字智慧应用、绿色生态

环保、民营企业发展、民生公共服务、跨境
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一站式金
融服务。与此同时，浦发银行还不断创新
机制，加强精准政策扶持，助力一体化建
设提速。

“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是使命，更是事业。”王新浩表示，浦
发银行将始终秉持“金融为美好生活创
造价值”的企业使命，与时代同频共振，
更将“科技引领”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以
金融力量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深化普惠金
融，积极参与并见证长三角作为世界级
城市群的崛起和发展。 言莺

是使命，更是事业

浦发银行助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浙江荣莱纺织有限公司遗失海运提单1份，
提 单 号 S177MDFDFS729968C，船 名 ：
MSC AMSTERDAM，航次：V.FJ929W，声
明作废。
安吉县建萍鱼馆饭店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董虎平不慎遗失宁波市第六医院开具的住
院费发票两张，发票号码 1753082447 金额
80840.6 元; 发 票 号 码 1753264325 金 额
5609.69元，现声明作废。
乐清市立得电子有限公司遗失一枚吴献敏
法人章、一枚乐清市立得电子有限公司财务
章，声明作废。
金 嘉 伟 遗 失 残 疾 军 人 证 ，证 号
2017180921096040810090，声明作废。

马跃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舟 山 中 心 支 公 司 商 业 险 保 单
805112019330997001042 壹份，印刷号为：
1810804137，特此申明。
舟山市杰卡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舟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新城分局 2015年 6月 30日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330906000028560，声明作废。
浙江晶岛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提单一份，船名
航 次 ： CSCL ARCTIC OCEAN/
V.130W，提单号：SSH0819001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俊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
此公告

秋季到来，大量树叶落在公路边沟，
落叶堆积久了容易导致排水不畅。柯城
公路管理局组织养护人员加大边沟清理
频率，防止边沟堵塞，影响排水，预防路
基、路面受损。

徐小娟 张小娟

柯城公路：
清理边沟畅排水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起
身，滑行，出手，投射……一系列动
作标准流畅，神情专注。在哈尔滨
市一家冰壶训练场上，13岁的倪
家欢和几位同学正练习着冰壶。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上，他们斩获了冰壶项目的
多项冠军。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
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

如今，从课程到设施，从理念
到实践，体育教育正发生着深刻变
化。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走出教室，
走到阳光下，跑到操场上，享受体
育的乐趣，插上强壮的翅膀。

课程之变：
花样体育课 阳光一小时

下午一时四十分，哈尔滨，阳
光明媚。

伴随欢快的音乐，小学五年级
学生郝冠赫和近千名同学齐聚操
场，每个班级排成一纵队，每两个
班级围成一个圈，踏着整齐的鼓
点，在绿茵场上跑出一个个椭圆。

十分钟过后，音乐转换，学生
们立即排列成体操队形，跳起了学
校的自编操《街舞少年》。

“在我们学校，小学生每天跑
500米，初中生每天跑1000米。”
哈尔滨市实验学校健康综合教研

室主任王彦文说，每天下午第二堂
课，都是“律动生命”体育课，学生
统一到操场进行一小时的体育运
动，确保阳光运动一小时。

“以前主科占用体育课的现象
时常发生。”哈尔滨市一名小学教
师说，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已经成
为规定动作，即使体育老师外出学
习或者参加培训，也要把体育课调
回来，不然学生“都不干”。

结合学生兴趣与办学实际，哈
尔滨市实验学校还将冰壶、棒球、
马球、武术等“小众”体育项目引入
校园。每周二下午举行的社团活
动日，田径、篮球、足球等14个体
育社团爆满。

“学校每天拿出一小时用于体
育锻炼，正是基于学生的实际需
求，运动贵在坚持。”哈尔滨市实验
学校校长郝岚清晰记得，4年前的
一次开学典礼上，好几个学生面色
苍白，当场晕倒。如今经过几年锻
炼，学生体质有了显著提升。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相关负责人说，通过课程创新、
形式创新激发孩子们对体育的广
泛兴趣，帮助他们掌握健康知识和
一到两项运动技能，有助于改变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参加体育锻炼
和体育竞赛，这是提高体质健康水
平的关键环节。

设施之变：
“老三样”变身 冰雪项目升温

头戴网格护面的头盔，两肩及

前胸后背“武装”上铠甲一般的护
具，在冰上滑行如风驰电掣，球杆
飞舞，冰屑四溅……这些以前只能
在北方看到的新奇玩意儿，现在也
吸引了很多南方孩子。

在湖北武汉，包括红钢城小学
在内的多所小学建立了自己的冰
球队。

“两年前，学校搭建校本课程
时发现，许多学龄前的孩子喜欢轮
滑，这项运动有助于孩子身体平衡
和肢体协调。”红钢城小学校长朱
冬梅说，刚好我国筹办冬奥会，再
加上学校旁边开设了一家冰场，于
是学校将冰球运动列入了校本课
程。

这门冰雪运动课一上线，就受
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有近200名学
生报名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学校
最终组建了一支18人的冰球队。

红钢城小学三年级学生李佳
霖是其中一员，每周五下午第二
节课后，她都和其他队员一起去
附近的冰场训练。“最初上冰的
时候，屁股摔疼了，站都站不起
来。”每次训练，她都让父母给自
己带上三件衣服，汗湿两件是平
常事。

对于冰球给孩子带来的成长，
朱冬梅说：“孩子们做事情更专注
了，碰到挫折不会轻易放弃。打冰
球强调团队合作，他们会把这些经
验带到生活中。”

受地理环境、师资短缺、场地
不足等因素影响，我国冰雪运动基

础在南方相对薄弱。而今，很多地
方创新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引导
社会力量共同开展体育运动，在体
育场地设施、体育培训、体育赛事
活动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

理念之变：
体育融入生活 开启多彩人生

从全校只有4名兴趣队员，打
比赛凑不齐人，到如今拥有70余
人的专业球员梯队，重庆市首批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巴南中学在
短短7年时间里，掀起了一阵足球
热潮，还培养出28名国家一级运
动员。

“球队成立之初，一些家长担
心训练会耽误孩子的学业，对踢球
这件事不太支持，”巴南中学体育
老师钟世隆说，经过一段时间集体
训练，家长发现原来调皮捣蛋的孩
子因为踢球变得守纪律，上课也更
专注了；还有一些孩子变得更活
泼、更自信。

2016年考入成都体育学院的
何雨薇是巴南中学女足队最早的
队员之一。经过3年多的足球训
练，这个内向、腼腆的女孩子开朗
起来，还成了队长。“是足球让我成
长为更好的自己，大学毕业后想做
一名体育教师，让足球影响更多孩
子。”何雨薇说。

宿舍衣柜门上贴的是小女孩
踢足球的漫画，桌子上放着的是足
球队的合照……从巴南中学女足

队走出来的另一名女孩范铃铃，如
今已经在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院
就读大学二年级，她的微信里有
10多个和足球相关的微信好友
群，还拥有不少“小粉丝”。

“我始终记得教练告诉我的
话，无论是踢球还是读书，关键都
是要刻苦，培养学习能力。”在范铃
铃看来，体育所带来的不仅是运动
技能，还有良好习惯的养成和意志
品质的提升，这正是体育的魅力所
在。

从热爱到追求，从兴趣到使
命，体育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人拼
搏奋斗，为助力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注入磅礴动力。

就在两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
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
冠军班全体学生的回信，让作为冠
军班学生的跆拳道奥运冠军郑姝
音感到激动又欣喜。

“总书记的回信对我们来说
是极大的鼓舞。”郑姝音说，她感
受最深的就是信上那一句“使命
在肩、奋斗有我”，“这是总书记对
我们的叮嘱，也让我更明确了自
己作为国家队运动员的光荣使
命，激励我在训练中不断挑战、突
破自我。”

目前，郑姝音正和队友们在紧
张训练，备战即将到来的2020年
东京奥运会。“我会牢记总书记对
我们的嘱托和期望，继续顽强拼
搏，力争以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为
建设体育强国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韩
融报道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在全省范围组织开
展了月饼专项抽检。抽检的220
批次月饼中，生产企业预包装月饼
全部合格，30批次现场制售月饼
中有2批次不合格，抽检批次合格
率为99.1%。

本次专项抽检共抽检月饼220
批次，样品全部从销售环节抽取，涉
及省内企业151家和外省企业41
家，覆盖全省11个市的商场超市、批
发市场、小食杂店、餐饮店和淘宝等
网络销售单位。

据介绍，本次专项抽检检验项
目主要为食品安全指标：包括酸
价、过氧化值、铝的残留量、防腐剂
（苯甲酸、山梨酸、脱氢乙酸、丙酸
钙、纳他霉素）、微生物等项目。不
合格批次来自金华、台州2市，不
合格项为食品添加剂脱氢乙酸超
过标准限量。

不合格批次情况包括：东阳市

横店美可蛋糕店自制销售的酥式
五仁月饼，脱氢乙酸检出值为
0.85g/kg，不符合标准规定的≤
0.5g/kg要求；台州市椒江区葭沚
街道富强路200号个体工商户（梁
燕）自制销售的馅中馅竹炭口味月
饼（苏式），脱氢乙酸检出值为
0.90g/kg，不符合标准规定的≤
0.5g/kg要求。

临近中秋佳节，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提醒消费者，选购、贮存、食用
月饼时应选择资质证照齐全的超
市、食品商店等正规销售场所，并
留好购物小票等凭证；购买预包装
月饼时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仔
细阅读包装上厂名厂址、配料表、
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
息；购买散装月饼时，要注意查看
盛放容器是否清洁，是否是现场制
售月饼；购买后要按照标签标示的
贮存条件保存月饼，存放时忌高温
潮湿，打开包装后应及时食用，发
现异常应停止食用。

台州市路桥区交警为防范中秋节期间酒驾现
象发生，未雨绸缪，宣传在先，组织民警深入开展

酒驾危害宣传。图为9月10日上午交警正在开展
宣传。 通讯员蒋友青 摄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舟山人
民艰苦奋斗、破浪前行，实现了
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地区
生产总值从1951年的0.4亿元
跃升到1316.7亿元，人均GDP
达到 11.25 万元，居全省第 3
位。财政总收入从1953年的
846万元跃升到218.4亿元，是
我国海洋经济比重最高的地级
市之一……”

昨日，省政府新闻办在省
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舟山专场新闻发
布会。舟山市委书记俞东来作

“坚定不移实施国家战略，加快
建设‘四个舟山’”主题发布。

舟山是我国第一个以群岛
建制的地级市，素有“海天佛
国、渔都港城”的美誉。舟山因
海而生、向海而兴，孕育了海纳
百川、勇立潮头的城市精神。

俞东来表示，舟山作为我
国东部沿海战略要塞，现已成
为国家战略叠加地，开放成为
最鲜明的特征。港口货物吞吐
量从1987年的296万吨跃升到
5.08亿吨，宁波舟山港吞吐量
位居世界第一；新中国成立70
年来，舟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全市建成及在建跨海大
桥24座，总长81公里。城镇化
率从 2000 年的 56%提高到
68.1%，独具韵味的海上花园城

市正展现在世人眼前；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达到 5.66 万元和 3.38 万
元，比 1985 年增长 75.9 倍和
47.2 倍，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1.67∶1，率先进入城乡融合发
展阶段。

近年来，舟山抢抓建设海
洋强国、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
等机遇，瞄准“四大千亿”和“若
干百亿”产业，形成了以临港制
造、绿色石化、港贸物流、海洋
旅游等为支撑的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提升临港制造业发展，
削减船舶产能300万载重吨，
从过去低端散货船“唱主角”，
变成海工装备、特种船舶等高
端装备“大合唱”。培育大石
化、大飞机、海洋电子信息、新
能源等产业，世界级绿色石化
基地正在崛起，国家智慧海洋
示范工程落户，世界上装机容
量最大的潮流能发电机组运行
发电。

在发展经济同时，舟山还精
心呵护绿水青山，先后荣获国家
卫生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95%。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打造一批精品海
岛、风情海湾、特色小镇、美丽乡
村，年接待游客6300万人次，在
舟山体验“城在海中、海在城中”
的独特魅力。

奔跑吧，少年！
——体育让孩子们插上强壮的翅膀

中秋节 别酒驾我省对月饼
开展抽检检测
两批次现场制售月饼不合格

不断描绘
海上花园城市

新画卷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舟山专场发布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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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四教师：
当老师，真幸福

教师之家，幸福的家。蒋
思雨会将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与
母亲交流、探讨。母亲毫无保
留地将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和
盘托出，给她支招。“不要‘备课
本’，要去‘备孩子’，了解他们
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个性特
点，气质特征等，有针对性地施
教。”何艳君用切身经验诠释孔
子的“因材施教”。

何艳君 2013年曾获得首
届衢州市十大“最美教育人”荣
誉称号，还曾获得衢州市“百优
班主任”、柯城区优秀班主任等
荣誉。至于教学论文和教学成
果获奖，多得她都记不起来

了。蒋思雨连续两年获得学校
青年教师演讲比赛第一名。

相比这些荣誉，他们更看
重的是社会和家长对他们工作
的肯定和支持。“2006年那届
的学生，时隔10多年，他的家
长在街上碰面还记得我。这让
我特别感动，也是我幼儿教师
越做越喜欢的原因。”何艳君
说。

蒋金泉退休后，在阳台上
种起了菜，常锻炼身体，喜欢读
书，当年的学生时常来看望，喝
喝小酒，其乐融融。他仍然怀
念当老师的日子，由衷地说，

“当老师，真幸福！”他的话，说
出了全家四教师的心声。

这也许就是他们家两代教
师，热爱教师职业、热爱学生的
动力源泉之一。

一门四教师
两代“园丁”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