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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风采

昨日上午，舟山市普陀
区六横镇的一线环卫工人们
收 到 了 一 份 特 别 的“ 温
暖”——由台门学校学生亲
手熬煮的腊八粥。

在食堂工作人员指导协
助下，台门学校的学生们共
熬煮了50多公斤腊八粥，由
师生们分为 5 组，送给一线
环卫工人、公交车司机、客运
码头值班人员、公安民警等。

通讯员刘生国、虞丛莹摄

“请尝尝我们熬的腊八粥”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
员郑慕林、沈雁报道 记者昨日
从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深化检
验检测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
实务公示会上获悉，我省最新的
公共服务平台“浙里检”正式上
线运行，今后企业和群众通过

“浙里检”平台（http://www.
zljweb.com/）就可实现机构查
询、委托下单、物流送样、费用支
付、报告下载全流程在线办理。

据介绍，“浙里检”平台通过
数据精准归集，建立了符合检测
领域需求的产品、项目、标准分
类方法，实现精准匹配，能按照
产品名称、检测方法、标准依据、
检测项目等属性精准定位和匹
配符合用户需求的检验机构，并
实现机构的地理定位，有效解决
了检验检测事项“谁能办，找谁
办，怎么办”的问题。

目前平台已完成全省2607
家机构、1113048项检验指标的
数 据 采 集 入 库 ，并 对 其 中
874007项检验指标分类；在覆
盖全省基础上，完成全国2万余
家具备CMA、CNAS资质检验
机构信息采集、近700万项检验
指标的数据采集入库，并已完成
近百万项检验指标分类，是目前
全国数据最全的检验检测公共
服务平台。同时，平台依托“阿

里云”，构建“数据采集和数据交
换”两个基础性平台，建设了检
验产品、检验机构、检验标准、检
验项目和检验业务五大数据库，
实现面向企业及机构用户的精
准服务。

平台自2019年 11月试运
行至今，已入驻机构共计 167
家，共发布服务方案1273个，全
系统所有政府实验室均已全面
入驻并开始业务受理，与传统的
检验检测业务网上办理平台相
比，“浙里检”平台打通了与物流
平台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用
户机构查询、在线委托下单、物
流取（退）样、检测费用支付、报
告下载等全流程一网通办，实现
检验检测业务“一件事”“一次都
不跑”。平台不仅提供产品检验
机构查询、委托等服务，还提供
了特种设备定期、委托检验，计
量器具检定校准，标准查询阅览
等服务。

据统计，平台自2019年11
月试运行至今，累计访问量已超
20余万次，提供查询、咨询等服
务近万次；注册用户3233个，在
线委托服务成交1066单，累计
交易金额数百万元；用户覆盖长
三角及广东、天津等全国大部分
省市，已有数千家企业或个人享
受到“浙里检”平台带来的便利。

通讯员胡筱俊、廖思思报道
2019年12月31日，正当大家准备
欢庆新一年到来之时，武义县公安
局茭道派出所教导员周晓波突发
疾病，于当天清晨永远地离开了人
世……

“精心做事、诚心待人”是周晓
波的微信签名，也是他真实的人生
写照。在领导和同事的眼中，他做
事认真，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心系
群众，不论谁遇到困难，他都会伸
手帮忙；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
正能量的“波叔”……

身体不适，仍然坚守岗位

茭道派出所跟其他农村派出
所相比，更为特殊，因为是所队联
勤，除了派出所警务工作外，该所
还要担负辖区的交通业务。因此，
在很多工作上，周晓波总会冲在最
前面。

2019年12月27日，周晓波下
班后，回家与家人共进了晚餐，因为
不舒服，他仅吃了一块发糕。妻子
劝他去医院，他说最近忙，等忙完这
几天再去。“因为晓波原本肠胃就不

太好，之前也调理过。他坚持不去，
我也就没再坚持。”妻子说道。

2019年12月29日晚，在身体
已经不舒服的情况下，周晓波依然
坚持在岗值班，到值班大厅检查警
单的反馈情况后，打电话嘱咐民警
要及时反馈警情，不可延误。

2019年 12月 30日早上，考
虑到他身体不舒服，所长邹建辉劝
他先去医院看病，新年1月2日去
外地的抓捕行动另外安排人。“不，
还是我去吧。”周晓波坚持，这个案
子一直都是他在盯的，这次收网行
动很关键，他必须带队，不能缺席。

当天下午，一个重大案件一审
公开判决，县局组织中层干部到法
院旁听庭审，作为教导员，周晓波
在所里还分管法制工作，为了深入
学习经验提升执法质量，他坚持前
往旁听庭审。

“从车上下来，他脸色不好，关
车门都感觉他没什么力气。”茭道
派出所辅警周江法回忆说，在前往
法院旁听的路上，他还劝周晓波先
去医院，但周晓波却坚持先旁听庭
审，没想到在庭审现场就撑不住

了，旁边的同事立即把他送到了医
院。

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陈文革是
看着周晓波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的，

“刚来时，见他脸色难看，我就劝他
回去休息，他不听；中途宣判时，第
一次起立他还能站起来，到第二次
就无力起身，当我们把他扶上车，
他已吐出了血。”

心系群众，从小胸怀正义

2019年10月3日，茭道派出
所辖区内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周晓波在走访中了解到，受害人李
某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又遭到这个
意外，对家庭造成了非常大的打
击。作为派出所教导员，周晓波决
定组织所里进行一次捐款。他带
头捐款，全体民警、辅警也积极响
应。

从小他就充满正义感，从小就
想当警察。周晓波母亲回忆说，他
上小学时，有一次遇到同村小孩落
水，他不怕死就冲上去救人。事
后，母亲责备他，应该找大人救援，
周晓波说，救人不能等；上高中时，

品学兼优的他是班长，遇到同学因
矛盾打架时，他总是第一时间上前
拉架。有一次，对方拿着铅笔刀，
他也依然勇敢上前抵挡，保护同
学。

在壶山派出所副所长徐杨鑫
心中，周晓波不是师傅胜似师傅。
2010年刚入警队时被分配到王宅
派出所，当时就听说副所长周晓波
在破案上是能手，做群众工作是好
手，觉得自己能在这样的领导下工
作很幸运。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周
晓波帮他处理一起纠纷。同村兄
弟俩为了建房大打出手，兄弟反
目，如何化解令当时还是新警的徐
杨鑫感到很是棘手，“‘波叔’帮我
厘清思路，多方分析，甚至于教我
说话的口气。”在“波叔”的指导和
协助下，兄弟间的恩怨得以化解。
徐杨鑫说，让他感触最深的是“波
叔”在处理问题时的“心思”：处理
问题要真正为群众着想，彻底解开
兄弟俩的心结，不留后患，工作才
算做到位。

“我们家几代务农，晓波是第
一个考上警校，成为公务员的，我

们都以他为荣！党培养了他，我们
要让他安心工作。”周晓波母亲哽
咽着说，家人都知道周晓波是个

“工作狂”，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
他安心做事，就算自己身体不舒
服，做手术都瞒着他。原本想等着
身体恢复差不多了，再告诉他，没
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爱人邵英巧眼中，周晓波很
有爱心、孝心、责任心，对于生活和
工作，他都很热爱。闲暇之余，他
会给女儿念文章，会给家中养兰
花，会给家人买衣物鞋袜，而对于
他自己，则比较节俭，袜子破了，都
是缝缝补补的穿。

“不要哭，我们要学大伯，好好
读书。”年仅11岁的侄子在得知周
晓波离世后，在角落里抹眼泪，当
问他时，他说：大伯对他特别好，经
常送他好东西，他以后也要当一名
人民警察。

以警队为家，大家的“波叔”

“波叔，敬您，爱您，一路走好。”
“波叔，余生我都会记住你。”噩耗传
来，武义县公安局领导、民警、辅警
和周晓波昔日的同事、朋友纷纷为
失去这样的好民警悲恸不已。

“视群众为父母，视辖区为故
乡”，周晓波一心扑在岗位上，
2019年，在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
所”和“红色示范所队”创建工作
中，为帮群众办难事解矛盾，他以
安心、爱心、舒心、放心、热心为主
要内容，组建了“五心红管家”服务
队；打通基层基础工作“最后一公
里”，建立“一村一警”，让党员民警
驻村任副书记，非党员民警驻村任
副主任，要求他们每周都要联村走
访，排摸化解矛盾纠纷，争取做到
矛盾不出村。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通讯员谷尚辉报
道 近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台《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案件统一城乡居民标准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启
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试点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对城乡居民
采取不同的户籍制度，城乡居民
在就业选择、收入分配制度、社
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客观差
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在人身损害赔偿
上，采取了城乡区分的做法。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
城乡统一户籍登记制度的建立，

“同命不同价”的基础有所松动，
社会各界对实行“同命同价”的
呼声越来越强烈。台州市十几
位人大代表就曾提出议案，建议
市政府尽快出台在意外伤害事
故赔偿中统一实行居民标准。

201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

下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
偿标准统一试点的通知》，迈出
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一视同
仁”的重要一步。为此，台州启
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工作。

台州中院在《意见》中明确，
2020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全市两级法院
在审理中，将不再区分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的标准，而是按照政
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全省上一年
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
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数
据，计算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
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相关赔偿
项目，告别“同命不同价”。

如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受
害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体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受诉法
院所在地标准的，有关费用可以
按照受害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
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今天你的血压是正常
值，最近气温低，要少吃冰冷
食物，今天是腊八节，等下去
领一碗热乎的腊八粥暖暖胃
吧。”昨天上午，在浙江三建
建设集团第一工程公司浮山
地块项目部“建筑工人沟通
日”上，“送医疗”的医生边替
工人师傅量血压边说道。

近年来，浙江三建为切实
解决一线工人和青年大学生
在工作和生活上的需求和困
难，每月开展“建筑工人沟通
日”活动，“送法律”“送医疗”，
与一线工人面对面沟通交流，
倾听心声，细致解答大伙关心
的话题，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
环境和氛围。记者许瑞英 摄

昨日，在杭州庆春门古城
墙广场，由杭州市委宣传部和
市文广旅游局主办、潮鸣街道
办事处协办的“新春送欢乐 文
化进万家”活动精彩上演。舞
蹈、杂技、萨克斯、魔术和川剧

变脸等节目吸引了许多居民和
路人。同时社区居民和路人还
拿到了潮鸣书画院书画家们题
写的新春祝福字符、对联和鼠
年剪纸作品。

通讯员连国庆摄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我们梦寐以求的高速公路终于
通了，村里的2000多亩板栗再也
不用愁卖了。”泰顺县罗阳镇赤坑
村村支书董夫逸激动地说。1月
1日，省交通集团龙丽温高速公
路文瑞段（文成到瑞安）、文泰（文
成到泰顺）先行段如期建成通车，
标志着浙闽两省间最后一条高速
公路“断头路”打通，我省迎来了

“陆域县县有高速”时代。
文瑞高速公路起于文成县樟

台乡，止于瑞安市仙降街道，全长
40.48公里；文泰高速公路先行
段起于泰顺县罗阳镇，与福寿高
速相接，先行段主线长3.4公里，
连接线长1.7公里。

徐锦栋是温州交通领域的老
专家，他深有感触地说，“龙丽温
项目的建设者，真正做到了把高
速公路安放在绿水青山之间。”

龙丽温高速公路建设者全力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为山区人民建设“美好生
活”。项目所经地为飞云江及泗
溪上游区域，属于二级饮用水源
保护区，为了保护赵山渡水库二
级饮用水源，在初步设计时采取

减少跨越泗溪河的次数，桥梁由
原来的5座调整为3座，隧道由
原来的4条调整为2条，高速公
路长度增加了1100米，虽然增加
了成本投入，但更有效地保护了
自然环境。同时，该项目在驻地、
拌合站、碎石加工场等废水排放
量较大的区域，把传统三级沉淀
池提升至五级，为项目建设构筑
起一道绿色屏障。

金线银线不如高速沿线。如
今，建成通车的文瑞高速公路和
文泰高速公路先行段，不但可以
让当地群众扩大与外界的联系，
把毛茶、杨梅、马蹄笋、金银花等
地方特产“带出去”，还把游客、项
目、人才吸引进来，为文成、瑞安、
泰顺的经济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
翅膀，也为海外温商回乡投资创
业，提供了一条便捷高效的大通
途。

文泰高速公路先行段、文瑞
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使我省高
速公路路网更加完善，串联起“诗
画浙江”大花园，有力促进了长三
角经济圈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互
联互通，为文成、泰顺人民筑就一
条奔向高速发展之路。

再也无法踏上追捕的征途，再也无法看到展望的愿景，再也无法兑现与同事共
诉战友情的承诺。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戛然而止，短暂而绚丽的生命永远定
格于40岁——

辞旧迎新之际，他倒在工作岗位
——追记武义县公安局茭道派出所教导员周晓波

周晓波生前所获荣誉（部分）。周晓波（左）生前指导新警工作。

告别
“同命不同价”

台州试行人身损害赔偿城乡统一标准

“浙里检”昨日正式上线

实现检验检测商品
“一次都不跑”

文瑞高速及文泰高速先行段通车

我省迎来“陆域县县
有高速”时代

暖心工地腊八送浓情

新春送欢乐
文化进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