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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张土良） 昨天，我市集会庆祝第
34 个 教 师 节, 表 彰 193 位 优 秀 教
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并传达市委
市政府对全市 11 万余名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以及对所有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的社会各界人士的衷心感谢。

一年来，全市教育战线通过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
全市学校布局和教育资源配置更
加 优 化 ，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不 断 加

强，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明显提
高，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更
好教育的期盼。会议对过去一年
我市教育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

会议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满足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均衡化的教育
需求，让孩子们不仅“有学上”，
更能“上好学”。今后，要以学生
为本，争做立德树人的教师，引领

学生、关爱学生、成就学生，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
以教师为本，营造尊师重教的氛
围，出台教师发展好政策、营造尊
师重教好氛围、构建师德师风好机
制。要以民生为本，办好让人民满
意的教育，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
不断满足百姓对教育公平的渴望；
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社
会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推进教育与
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不断满足宁波
城市发展对人才发展的需求。

会上，市委教育工委负责人宣
读了表彰决定，表彰了分别获得浙
江省中小学师德楷模、第三届浙江
省“最美教师”荣誉称号、浙江省
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浙江省“春
蚕奖”的教师，以及第十二批浙江
省特级教师、宁波市中小学班主任
工作满30年教师等193位甬城优秀
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

表彰活动结束后，市委教育工
委、市教育局举行“最美摆渡人”
张翎飞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我市集会庆祝第34个教师节
193位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陈
晓众） 昨天，市环保局通报今年以
来环境执法情况，并公布今年我市
环境违法十大典型案件。统计显示，
今年前 8 个月，全市各级环保部门
共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719 起，
处罚金额8889万余元。

其中，余姚市和慈溪市处罚金
额均已突破 1000万元，个案处罚金
额最高 260万元。同时，全市共执行

《环保法》配套办法及环境污染犯罪

案件 143起，其中，实施按日计罚案
件 6 起，查封扣押 103 起，移送公安
部门行政拘留 14 件 9 人、刑事拘留
22件25人。

今年以来宁波十大典型环境违
法案件主要包括：宁波大目湾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超标废水（pH 超
标）经雨水沟流入松岙港海域，企业
被限产整改，并处以罚款 10 万元；
浙江艾迪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水性胶黏剂、2万吨压敏胶带

生产项目未经验收投入生产，被处
以罚款 23万元；慈溪宋道转铁件钝
化加工点车间地面溢流废水、渗积
废水、水池废水、水沟废水、雨水井
废水六价铬浓度均超排放标准三倍
以上，被处以罚款 29 万元，责任人
被刑事拘留；宁波中泰不锈钢有限
公司测厚仪项目未经环保审批备案
擅自投入运行，且未取得辐射安全
许可证，未配套相应的放射性污染
防治设施，被处以罚款 2万元，责任

人被行政拘留 5 天；宁波盛绵针织
制衣有限公司生产清洗废水外溢并
超标，责任人已被刑事拘留等。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打造“环保
执法最严城市”，针对环境违法行为
持续保持环境执法的高压态势，深
入推进污染源日常监管“随机”抽查
工作，组织开展各类环境执法专项
行动，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增强百姓对生态环境的获得
感。

前8个月开出近9000万元环保罚单
我市共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719起，25人被刑事拘留

记者 蒋炜宁

人物名片：王海飞，宁波奉化
区大堰学校教师，一级教师，在农
村工作 30 年，获省级优秀教师暨
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

获奖感言： 30 年农村从教，
怀平常心做平常事，每每看到孩子
们成长蜕变，我内心总觉得那是一
种特有的人生享受。为山区教育事
业多做一分奉献是我最初的梦想，
也是我的行动指南。大堰是我的家
乡，我钟爱这片热土，离不开朴实
的农村娃，将一如既往地坚守。

昨天中午 11 时 45 分，王海飞

匆匆赶往教室给班里的学生“开小
灶”，这种举动她从周一至周五

“雷打不动”。小东 （化名） 一见王
老师来了，立即捧了作业坐到她身
边。

小东自出生后一直与爷爷奶奶
生活，性格有些孤僻，平时作业写
着写着就一团糟，即便重写也是一
样的结果。孩子是不是缺少关爱？
王海飞经过一番思索后，决定把小
东带在身边陪着他写作业。说来神
奇，有了王海飞的陪伴，小东书写
工整多了，正确率也高了不少。从
一年级陪伴到现在五年级，小东的
成绩不断往上蹿，上学期末语文考
了80多分，也爱笑了许多。

一个个孩子围上来，王海飞给
他们的作业进行批改讲评，不懂再
讲，来回数次直至孩子完全弄懂为
止。临近下午上课，师生约定第二
波“小灶”在放学后。

王海飞是土生土长的大堰人，
她的教师生涯从 1989 年起步于当
时的奉化董李小学，高中毕业的她
一人带一二三年级复式班，随后在
大堰镇中心小学和大堰学校任教，
一直没离开过家乡。

“农村留守儿童多，又是寄宿
制学校，既当老师又当妈。”王海
飞说，班里 26 个孩子有 16 个住
宿。指甲长了得剪，衣服脏了要
洗，鞋袜不合脚得换，按时洗头洗
澡，这些事她都得操心。有一年她
教一年级，有学生因为作息一时适
应不过来，上课时大小便失禁。王

海飞一边拿出自己孩子的裤子，一
边宽慰失禁的同学，并帮他换洗干
净，让孩子舒舒服服地再次和同学
们一起学习、玩耍。

妈妈来电话了，爸爸带礼物来
了，今天跟同学吵架了……晚饭后
夜自修前，孩子们跟着王海飞一边
在学校操场上散步、嬉戏，一边讲
起心里的悄悄话。王海飞静静地听
着，适时点拨和引导，运动会得名
次的及时表扬，错别字多的嘱咐要
多琢磨字形，闹小别扭的两边开导
……“尽量让孩子们在班级这个大
家庭里愉快地成长。”遇到作文缺
题材，王海飞就领着孩子们在操场

上做游戏，或跳绳，或踢毽子……
边玩边引导孩子们体会和观察，接
下来孩子们的作文往往会写得很
溜。

白天教书，晚上备课、批改试
卷常常到深夜，王海飞是出了名的
认真。当了 30 年班主任，每班的
学生家访她都一户户走到，最远的
山路来回得30多公里。

“山里的孩子有自己独特的表
达 方 式 ， 老 远 见 到 我 就 喊 ， 很
亲！”说起学生们，王海飞笑了。

当地村民说起王海飞，都夸她
身上既有老师的严格，又有妈妈的
温柔！

老师“妈妈”王海飞

开栏的话：
古人云：师者，人之模范

也。教书育人，教师从事的是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将人
类文明成果和社会主流价值
观、道德规范传承给一批批学
生。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
与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合
作开辟专栏，刊发 6 名省优秀
农村教师和 6 名省师德楷模先
进事迹，激励甬城更多的教师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
人。

近日，江北区完成对新马路部
分路段的维修提升，除了对整体路
面重新铺设沥青，还特别根据路段
特点，对所有 50 个雨污井盖进行
了工艺提升。“这些是新型一体式
抗压井盖，面积为原来的三倍左
右，大大提高了抗压能力，有效解
决井盖沉降问题。同时，新井盖也
消 除 了 路 面 与 井 盖 之 间 的 高 度
差。”江北区市政绿化养护中心养
护科陈叶说。

据悉，新马路的窨井盖提升是
江北市政道路精细化管理工作的一
次试点，后续若使用情况较好，将
逐步推广到江北区其他道路。

右图：新型窨井盖面积是普通
窨井盖约三倍大。

（王岚 张昊桦 摄）

“超级大”
井盖

易其洋

“十一”黄金周快到了，我省
一批重点景区门票陆续降价了。
这样的好消息，本以为会是“喜
大普奔”，但看了一下那降价幅
度，不能不让人感叹一声：景区
门票降价，实在是“羞答答”！

看看一些重点景区门票是怎
么降价的吧：千岛湖景区，旺季
从 150 元降到 130 元，淡季从 120
元降到 110 元；黄公望景区，从
60 元降到 50 元；溪口雪窦山统
票，从200元降到180元；乌镇东栅
从120元降到110元……不一一列
举了。这些景区像商量好了似的，
门 票 降 价 ，多 则 20 元 ， 少 则 10
元，真可谓“温柔”到了极点。

这些年，景区门票涨价的劲
头，那叫一个疯狂。有的已经高
到了让游客无法接受的地步。现
在旅游，流行一句话叫“花同样
的钱，国内游不如出国游”。为
啥？国内景区门票太贵，服务又
太差，旅客花了钱，体验感和获

得感低。一些国外游则不一样，
说其“一分价钱一分货”甚或

“质优价廉”也不为过。
好多景区，得之于自然条件

或历史遗留，本就不该圈起来卖
那么贵的门票。门票越涨越高，
景区管理运营方容易患上“门票
依赖症”，一些景区便不把游客感
受当回事，少了开拓服务项目、
创新旅游业态、提升服务质量的
动力和能力。时间一长，还可能
陷入越涨价游客越少——游客越
少越涨价的“恶性循环”。

经过多年野蛮化、粗放式发
展，我们的旅游业，是该谋求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了。降低门票价
格，使其回归“合理”，能促进旅游
业升级发展，也能让景区逐步摆脱

“门票依赖症”，走向“旅游经济”，
充分满足游客不断升级的消费需
求，让大家游玩更舒心，不断提升
旅游业的质量、形象和竞争力。

重点景区的这一轮门票降价，
是在国家发改委明令严督之下的

“不得不为”，一个个那样“羞答
答”，说明“割肉”之难。希望这
股“降价惠民风”能一年一年吹
下去，也希望景区能早点认清形
势，尽快找到像杭州西湖景区那
样免费赚大钱的高明路子。

景区门票降价
不该这么“羞答答”

本报讯 （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陈芳 朱莉亚） 前天，我市召
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第三次国
土调查工作。

会议要求，全面掌握全市土
地利用现状及变化，土地权属及
变化，耕地的类型、数量、质
量、分布和构成，城镇村庄内部
土地利用状况，不同自然资源的
质量和生态状况等情况；全面建
立互联共享的国土调查数据库。
要采用现代遥感测绘、地理信
息、“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全
区域、全方位开展内业和外业调
查，确保调查区域覆盖全市，不
留任何死角。要制定符合我市实

际的 《第三次国土调查实施方
案》，严格执行《第三次国土调查
技术方案》。通过建立市级专家
库，建立试生产制度，实施过程
监督检查和县级相互交叉检查等
机制，严把市级调查成果预检关。

据悉，按市政府要求，2018
年 9 月底前要全面完成项目招投
标工作，2019年6月底前完成实地
调查和数据库建设，2019年8月底
前，完成调查成果整理和审核，经
市级汇总后，10 月底前形成三调
基础数据，上报省政府。2020 年，
按照国家、省要求，各区县（市）完
成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标准时点数
据更新，形成最终调查数据成果。

摸清土地资源“家底”

我市部署第三次国土调查

本报讯（记者董娜 实习生陈
阳）今年12月10日前，我市将完成
社会保险费和第一批非税收入征
管职责划转交接工作。自2019年1
月 1日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
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
收入。昨日下午，宁波市政府召开
全市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
职责划转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标志
着我市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

责划转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会议强调，税务部门作为承接

部门，将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
整合缴费流程，简并缴费资料，拓
展缴费渠道，降低缴费成本，进一
步提升缴费人获得感。

据了解，市税务局已设立社会
保险费处和非税收入处，负责社会
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
工作。

社保费明年起
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本报讯 （记 者仇龙杰） 昨
天，有读者向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投诉，石浦大酒店 （月湖
店） 在人行道上安装了一大片地
锁，几个月来，多名来此早锻炼
的老人因为这些障碍物摔伤。读
者质疑：这片区域的人行道到底
属于公共区域还是石浦大酒店的
私家领地？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现场探
访。在石浦大酒店 （月湖店） 大
门前，记者看到附近两侧人行道
上安装了 13处地锁。这些地锁上
锁后呈三角形竖立，行走不小心
的话，不仅非常容易被绊倒，而
且还会被锋利的铁架头所伤。

“这样的铁架太危险。老人家
眼神不好，一不小心就会在此摔
倒。”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说，附
近居住的老人不少，很多人早起
到月湖锻炼时，会经过这处人行
道。前不久，他就见到一位七十
多岁的老先生被铁架子绊倒，摔
得满手是血。

采访中，石浦大酒店 （月湖
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
拒绝就此事作出回复。为此，记
者联系了海曙区城管局。相关工
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回复：今年
5 月，海曙城管月湖中队曾接到

相关投诉。经沟通，石浦大酒店
拆除了地锁。但事后，该酒店又
重新进行了安装。经调查，这一
区域的确在石浦大酒店(月湖店)
的使用红线之内，但对店家来
说，拥有门前区域使用权的同
时，必须尽到对这一区域的管理
责任，尤其是要确保这一区域的
安全。

鉴 于 这 些 地 锁 存 在 安 全 隐
患，海曙城管月湖中队已要求石
浦大酒店(月湖店)自行整改。该
酒店已表示在两天内拆除这些地
锁。月湖中队将会对其整改行为
予以监督。

发现身边文明或不文明，请
您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 微 信 搜 索 公 众 号

“nb81850”，关注后直接留言

石浦大酒店(月湖店)地锁绊倒老人
海曙城管已责令拆除

王海飞在给学生们“开小灶”。 （蒋炜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