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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柯艳艳） 宁波市教育局组织开
展了首届市名班主任评选工作，
根据专家组综合考核排名，评审
委员会讨论，并经市委教育工委
会议 （局长办公会议） 讨论通
过，授予俞芬等 14位同志首届宁
波市名班主任荣誉称号。

宁波市名班主任评选工作是
继“十佳班主任”、“百名优秀班
主任”之后，宁波市教育系统为
推动班主任队伍建设，开展的又
一重要工作。实行“史上最优”
的奖励机制，获得“名班主任”
称号的老师，可以享受和市级名

师同等的待遇。
宁波市名班主任原则上每 2-

3 年评选一次，在岗期间享受同
级名师同等待遇，所需经费参照
名师津贴渠道开支。名班主任同
时身兼名师的享受一项待遇，不
重复享受。在岗名班主任，每 3
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合格继续
享有名班主任称号及待遇。

此外，名班主任所在学校应
成立名班主任工作室，更好发挥
名班主任的示范、引领、辐射作
用。市教育局将制订出台 《宁波
市名班主任管理办法》，对名班主
任进行管理和考核。

14名教师获评首届市名班主任

本报讯 （记者何峰 海曙记
者站张立 通讯员史媛） 有着

“浙东第一漂”美誉的李家坑漂流
7月8日正式开漂，当天吸引了两
千多位游客前来畅玩，同时带热
了章水镇一大批旅游景点。

出梅以来，甬城气温居高不
下。找一个清凉的地方消夏，成
为许多市民外出游玩的首选。坐
拥秀美山水资源和丰富人文胜景
的海曙章水镇，瞄准商机，力推
清凉避暑经济。

户外烈日当空，气温蹿到 36
摄氏度，但在洞内只有 17 摄氏
度，清凉无比。游客在参观章
水镇四〇一洞天的红色遗迹之
余，还能享受一番洞内的天然
冷气。这些天，来四〇一洞天

体 验 休 闲 避 暑 的 游 人 络 绎 不
绝。

除了清凉刺激的李家坑漂流
和犹如天然空调房的四〇一洞
天，章水还有李家坑香榧谷露营
基地、杖锡浴心谷民宿、四明·
慕天山庄等避暑旅游点。不少经
营者用微博、微信发布全面、准
确的旅游信息，为市民上山纳凉
提供便捷。此外，章水镇特有的
六月雪凉茶，盐烤土豆、高山玉
米等地道农家小食搭配水蜜桃等
水果，让人流连忘返。

“章水镇拥有得天独厚的避暑
纳凉资源，打响休闲避暑胜地品
牌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绝佳
契机，这不仅是产业转型升级的
需要，也有利于当地群众致富。”
章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正
加快生态旅游发展，除了不断推
出旅游主题活动，更是借助小城
镇综合整治完善各类硬件设施，
优化环境，整合各方资源提升旅
游服务管理水平。

海曙章水：

清凉山水带火避暑经济

本报讯 （记者王岚 海曙记
者站张立 通讯员顾东栋）“走着
走着，就有虫子从天而降，太吓
人了。”近日，不断有市民反映，
在海曙区的孝闻街、体育场路等
地经常会遇到毛毛虫从树上掉
落，不但行道树叶片被大量啃
食，破坏了绿化，从树上掉下来
的还吓到不少行人，而且有些虫
子落在地上被踩爆影响了市容，
也有市民担心虫子是否有毒，会
不会蜇人等。

“城区不少道路的行道树为重
阳木，由于梅雨季节后的高温潮
湿天气，重阳木锦斑蛾又进入了
繁殖高发期。”海曙区城管局城管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在该区

域遇到的虫子大多数为重阳木锦
斑蛾幼虫。该虫一年多代，危害
盛期，可将全树绿叶食尽，只余
枝杈。“好在这虫子并没有毒性，
也不像‘洋辣子’一样会蜇人。”
该人员说，除此之外，其他路段
的绿化害虫还有黄山栾树蚜虫、
樟巢螟、色块瓜子黄杨绢野螟
等，也将作为重点防治对象。

接下来的一周，海曙区绿化
养护中心对中心城区的行道树绿
化带进行除虫，通过高压水枪喷洒
高效低毒杀虫剂，将害虫扼杀在低
龄幼虫阶段。市民如发现中心城区
有绿化害虫数量较多的，可拨打海
曙智慧城管热线 87103110，城管
部门将适时安排除虫。

高温潮湿虫害至

海曙城管开始绿化“灭虫”行动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记
者站张黎升 孙勇） 记者获悉，在
日前召开的 《藤编制品》 国家标
准、《草编制品》 轻工业标准审查
会议上，宁波市蔺业经济联合总
会参与了草编制品色牢度要求和
试验方法两项标准的起草工作，
开诚、华备、黄古林等蔺草加工
企业和丝享家居科技、华业纤维
科技等下游企业也在其列。这些
即将掌握行业话语权的企业大多
来自海曙。

“企业更主动地运用‘标准’这
一‘通用语言’，就能抢滩市场的制

高点，订单一直在增加就是最直接
的红利。”宁波开诚工艺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秉刚这番话说得格外硬
气。从创新企业标准到制定国家标
准，开诚将创新技术转化成为国家
标准，在技术标准层面拥有了更多
的话语权，也拥有了更大的市场竞
争力。

“参与标准制定，就意味着企
业自身必须符合该项标准，同时对
供应商和经销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 倒 逼 整 个 蔺 草 产 业 改 造 升
级。”李秉刚说。在印染车间，记
者看到开诚已采用碳化工艺代替染

色，能够保证达到环保要求，同时
也基本不存在色牢度不合格的问
题。

企业唱好戏，还要政府搭好
台。记者从海曙区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海曙区推进技术标准战略若
干意见》中也明确指出，该区将要
加大对标准化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扶
持力度，完善标准化工作运行机
制，调动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
会等开展技术标准研究的主动性。
特别是要积极引导行业中的龙头企
业带动辖区内的中小型企业共同发
展，强化中小企业的标准化意识，

加大投入，扎实开展技术标准基础
工程、提升工程和创优工程，不断
提高企业标准化水平，以此助力海
曙企业以更高的“浙江标准”带动
该区产品、技术、装备、服务“走
出去”。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保
障企业产品质量的一杆秤，同时
也是淘汰落后产能、引领行业发
展的一把尺。引导企业参与制定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这是提升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海曙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道。

多家甬企参与草编制品“国标”起草

7 月 10 日，近 70 名小学生在
瑞孚集团当上了小小包装员。当天
起，江北区教育局 2017 年江北小
义工行动正式展开，亲情小天使、
垃圾分类协管员、社区助教、美文
分享员、小小巡河员、科普辅导
员、导医小天使等一大批岗位，将
极大地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引导
青少年走向社会、服务社会，从小
培养志愿服务的意识。图为工人在
手把手指导工作流程。

（刘波 摄）

小小
包装员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张金科 曹未峰） 近日，宁波帛琦
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在电商平台新推
出了两款儿童安全座椅，为企业自
主品牌培育新的增长点。目前，该
公司在线上推出的婴童用品已有十
余款。看好国内婴童用品市场发展
前景，采用“电商换市”策略，现
已成为慈溪婴童用品制造企业的一
种共识。

国家“二孩”政策实施后，慈
溪婴童用品企业纷纷瞄准由此带来
的商机。近年来，部分企业调整市
场发展战略，实现了由出口为主到
布局国内线上市场、由童车单品到

开发多种婴童用品、由 OEM 到打
响自主品牌的转变，以全新理念和
品牌运作方式，持续深耕国内电商
市场，通过创建自主品牌在婴童用
品行业闯出新天地。

“在电商平台寻找发展新契
机，这对已有一定市场、品牌基础
的婴童车企业来说是一个良好创新
突破机会。”宁波伟力车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邹绍国说，近年来，伟力
车业通过电商平台推出童车自主品
牌，凭借新颖的外观和全新的结
构，赢得消费者认可。“上半年，
伟力童车在电商平台销售达到 10
万台，今年有望突破30万台。”

面对国内婴童用品市场巨大的
“蛋糕”，慈溪婴童用品制造企业早
在几年前就凭借出口国际市场积累
的制造优势和多渠道培育品牌的方
式，在线上通过培育品牌，在自身原
有婴童用品制造基础上，快速打响
当地婴童用品品牌知名度。

以 在 德 国 注 册 的 “SAF-
COM”商标作为开拓国内外市场
的品牌后，宁波帅安客儿童保护用
品有限公司在电商平台积极推行品
牌战略。在国内电商平台，帅安客
注册成立的儿童安全座椅旗舰店销
售火爆，今年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
50%，“SAFCOM”品牌知名度快

速在婴童用品行业领域崛起。公司
负责人表示，“电商平台给企业创
造了良好成长空间。以持续成长的
品牌布局电商市场，将推动慈溪婴
童用品企业平稳成长。”

业内人士指出，电商市场的崛
起不仅冲击着传统销售渠道，也对
传统工业进行了变革，婴童用品行
业洗牌之势已经难以避免。“慈溪
婴童用品虽然在电商市场占有一定
份额，但是今后当地婴童用品企业
仍应加快在电商市场的布局，加强
品牌竞争力，确保以最佳状态在国
内婴童用品电商平台实现快速发
展。”

慈溪婴童用品制造企业热衷网上“掘金”

【道德模范名片】 王飞耀，岩
东水务公司泵站管网分公司原副经
理。多年来，他带领排水抢险分队
抗击台风、暴雨数十次，多次连续
工作三天三夜不休息，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他像“老黄牛”一般
勤勤恳恳，在内河整治、污水处理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临港
工业集聚的北仑最终连续捧回“大
禹鼎”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年 4
月，他巡查河道回来后突发心脏
病，因公殉职。

本报记者 张昊

雨果说：“下水道代表着一个
城市的良心。”王飞耀就是和地下
管网这个“良心工程”打交道最久
的那个人。

2001 年开始，王飞耀在北仑
岩东水务有限公司工作，从工段长
到泵站管网分公司副经理，一干就
是十几年，城区 650公里长的雨污
水管网，他都用脚丈量过，用眼查
看过。北仑主城区 6 万只窨井盖、
3 个雨水泵站以及 14 个污水泵站，

他做到了“门儿清”。
岩东水务公司总经理陆剑谷

说，他从未为自己争取过什么，面
对荣誉总是选择让给别人，面对辛
苦总是一肩扛下——“工作上绝不
能给组织丢脸”，这是他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过去两年间，他带领同事排查
检测了 180公里管道，排查出 2000
多个破损点，完成了 24 公里管道
700 多个破损点的维修；在自然灾
害来临时，无论是防汛排涝，还是
污水强排，他总是坚守在第一线，
有时甚至连续作战三天三夜……

污水管道排查工作是一项苦差
事，不但要经受风吹日晒，还要忍
受污水窨井里的刺鼻臭味。作为排
查工作的带班人员，从管网排查打
开第一个窨井开始，王飞耀就没有
离开过。有时管道检测周末夜间施
工，他也要到场看着施工，一个细
节都不疏漏，正因为他的严格管
理，两年来 180公里管道的检测清
淤和 24 公里管道维修未发生一起
安全事故。

在儿子王宏杰的印象里，父亲
总是忙碌的：只要有工作任务，父亲
绝不会先回家;只要一个电话，父亲
无论多晚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005 年台风“麦莎”来袭那一夜，母
子俩在家里不断用桶接着漏下的雨

水。而家里“顶梁柱”王飞耀则奋战
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一夜未归。这样
的故事，几乎年年发生。

“他对自己的事情总是说没关
系。”该公司工会副主席王甩娟回忆
说，今年 2月公司体检，医生特意让
她把王飞耀找来，告诉他心脏有问
题，王飞耀摆摆手说没关系，他想着
最近管网检测维修工作紧，说“五
一”过后就去上海看专家门诊。没想

到，4月28日，王飞耀在上午巡查河
道治理情况回来后，坐下没两分钟
便倒下了，再也没醒来。

“认真负责”“默默无闻”“任
劳任怨”……这些是缅怀王飞耀的
同事、朋友对他的评价。一名共产党
员把生命赞歌写在了治水一线。回
首他走过的路，我们发现，在那张风
吹日晒的黝黑面孔下，跳动着一颗
守护管网、无私奉献的“城市良心”。

王飞耀：无私奉献守护“城市良心”

王飞耀在防洪排涝现场。 （市文明办供图）

图为园林工人在喷药除虫。 （王岚 顾东栋 摄）

本报讯(通讯员郑朝辉 徐卓
然)“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到境
外投资就有信心走得更稳、走得
更远！”近日，宁波百事益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收到了宁波保税区国
税局为其量身定制的政策服务

“大礼包”，深表感谢。
据悉，为打开海外市场，该

公司正计划并购一家欧洲公司，
但受限于境外投资经验不足以及
资本外汇管制问题，扬帆海外之
旅举步维艰。

得知企业面临的困境后，保税
区国税组织“小分队”加班加点，搜

集整理资料，针对企业实际“点对
点”编制了《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
南》和《海外并购涉税风险解析》，
内容涵盖东道国税制、境外并购风
险与对策、对外投资境内申报政策
和东道国的税收协定等，制成服务

“大礼包”送往企业。
同时，税务部门还联手当地经

发局，共同讨论资本外汇事项，给
予企业合理建议；针对前期碰到的
难点和痛点，一对一进行辅导解
惑，并介绍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
下境外投资的导向和趋势，全方位
帮助企业规避海外投资“暗礁”。

点对点编指南 一对一送辅导

税务“小分队”送服务“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