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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实验一小吴月圆老师荣获
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师”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柳良敏）近日，在浙江省

教育工会、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浙江电视台教

育科技频道联合主办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

师”评选活动中，我县实验一小吴月圆老师荣

获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师”称号。

据悉，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师”评选活

动，是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

挖掘教师队伍中的最美现象，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作用，大力推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

设，激励广大教师始终坚持“四个相统一”，争

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高水平

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关于开展第三

届浙江省“最美教师”评选活动的通知》（浙教

工〔!"#$〕#% 号）要求，经各市、各高校推荐、组

委会办公室审核、微信投票、专家评审和组委

会审定，从 &'' 名正式候选对象中评选出第三

届浙江省“最美教师”&% 名、提名奖 !% 名。

鸬鹚乡：“2+3+X”志愿服务
体系打响“红色云”党建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雷雄凯）近日，“红色云”

党员志愿者应急服务队成立仪式在鸬鹚乡驻

云和便民服务中心“云窗口”举行，这标志着鸬

鹚乡党群服务在创新探索基层党员治理、流动

党员管理、服务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踏出了有效

化、专业化、品牌化的新征程。自“大赶考”工作

开展以来，鸬鹚乡为更好的服务外出群众，依

托“云窗口”平台，以构建“!()(*”的党员志愿

服务体系，创新打造“红色云”党群志愿服务品

牌。

“!”个品牌化的专业。“红色代办”和“有求

必应”。“红色代办”服务范围主要是为外出村

民代办鸬鹚乡职权内的政府办事项目、辖区范

围内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和需社区

协调帮助的困难等，让群众跑转为党员干部

跑，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有求必应”是为

群众遇到的急事、难事、险事和平时工作生活

中遇到的矛盾纠纷提供快速有效的应急援助

和指导。以云窗口为平台，四个平台机制为抓

手，充分整合服务资源，让小窗口有大作用，小

队伍有大服务。

“)”个品牌化的服务。一是依托云窗口建

设首个县外党群服务阵地，使之真正聚人气聚

人心，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服务阵

地。二是健全机制开展系列常态化活动，通过

定期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志愿者服务形成

常态化。三是整合资源打造一个党群志愿服务

品牌，针对外出群众最集中的需求，开展个性

化、特色化的服务。

“*”个品牌化的团队。一个应急队伍包含

* 个服务团队。根据居民的各项需求，组织培

养寻找在应急队伍中存在的各个专业服务领

域的精英，建立专业化的服务分队，为群众的

各种“疑难杂症”，做到有效的对症下药。

县市场监管局公开听证一起针对老年人虚假宣传案
本报讯（通讯员 叶春武）近日，县

市场监管局在局机关 + 楼会议室公开听

证了一起当事人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

案。

经查明，当事人刘某于 !%#$ 年 , 月

$ 日开始，在其经营场所内，组织大量老

年人进行培训宣传，介绍该店内一款用

于免费体验的“玉石水晶坐垫”，称其有

助于改善睡眠和缓解身上的风湿骨痛的

效果、该款产品的温热远红外线能打通

人体的任督二脉及产品使用的是研发市

场上最前卫的技术等内容，但当事人无

法提供以上宣传内容的有效证明或实际

情况。

该局于 + 月 ##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

拟处罚款人民币 !% 万元的《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当事人根据相关规定提出了

听证要求，该局依法予以受理并组织了

该场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当事人针对其经营过程

中并无销售记录，未产生实际危害及当

事人家庭困难，难以承担如此巨额的罚

款等进行了陈述申辩，调查人员从案件

查明事实、行政处罚依据及处罚建议进

行了阐述，并重点对该案的 ## 项证据进

行了举证，当事人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

关联性及合法性进行了确认。

县市场监管局将根据此次听证会的

情况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及时向

社会予以公示。

县卫生监督所开展游泳场所开馆前卫生监督专项检查
本报讯（本报记者 孙鹏飞 通讯

员 毛永强）酷暑难耐，游泳运动是许多

人夏日避暑的热门活动。为加强游泳场

所卫生监督，防止传染病传播和健康危

害事故的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

益。' 月 ## 日，县卫生监督所提前介入，

组织监督员对辖区游泳场所进行开馆前

专项监督检查。

卫生监督员执法人员主要对检查辖

区内 ! 家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制度、水质

处理设施设备运行情况、消毒设施运转

情况等进行了检查，并就持卫生许可证、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管理、工作记

录、消毒设施及消毒产品等方面进一步

严格细致的监督检查，同时手把手指导

经营者对游泳池水温、-. 值、浑浊度、游

离性余氯等指标进行检验。

检查中，卫生监督员认真查看每一

处，针对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制度不够全

面、消毒产品索证备案资料不齐等问题

当场下达监督意见，要求立即整改，并表

示将对本次卫生监督检查的游泳场所及

时跟进追踪，确保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

个安全、卫生的游泳场所。

检查结果显示，辖区游泳场所总体

卫生状况良好，各游泳场馆配备了卫生

管理人员，建立了各项卫生管理制度，能

按游泳场所卫生规范开展服务。

下一步，我县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将

在整个夏季期间加强对游泳场所卫生监

督的力度，通过增加监督频次、定期对池

水水质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等措施，及时

掌握游泳池水质状况，严格把好游泳场

所卫生安全关。同时，欢迎广大市民积极

向当地卫生监督机构投诉举报卫生状况

差和经营不规范的游泳场所，依法维护

自身健康权益，防范流传染病传播和健

康危害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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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预防】计步走，牢记 5点才能更有效
随着计步软件的流行，越来越多

人热衷于每天在网上晒出自己的步

数，还有人为了得到靠前的排名而

“搞突击”。每天坚持锻炼很好，但这

种盲目攀比，只求量不管质的锻炼方

式存在隐患。那么，怎样才能让计步

走更有效果呢？

&、保证运动强度和量

运动效果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

强度，二是量。计步软件主要反映的

是量，显示不出强度，即使有热量换

算，很多也不准确。热量消耗不仅取

决于走路的距离和速度，还要考虑自

身的体重、运动方式和运动时的重心

波动等因素，多数软件达不到这个要

求，因此，单纯看步数排名相互攀比

不可取。

! 长期坚持才有效

有的人用计步软件锻炼只是出

于一时兴趣，没有长期坚持。通常建

议每天集中锻炼 ,+ 分钟到 & 个小时，

零散的走路看起来步数很多，但效果

可能有限，建议长期坚持。而且，室外

活动一定要建立在良好的空气环境

下，如果雾霾天还坚持在外面走路，

很可能增大毒性物质的摄取，危害健

康。走路时，应选择路面硬度合理、平

整的地方，以免伤害膝关节和踝关

节。

) 太晚影响睡眠

适度运动能促进睡眠，但很多上

班族计步走集中在晚上，大量运动

后，人体神经系统可能过于兴奋，影

响睡眠。建议平时本身就容易失眠的

人，不要在晚上（尤其是睡前 &0! 个

小时）计步走。

, 配合上肢训练

走路主要锻炼了腿部的骨骼和肌

肉，对上身的锻炼有限。建议大家丰

富锻炼的方式和种类，例如打太极、

游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 特殊人群当心增大心肺负担

对多数人而言，每天合理锻炼对

身体确实有益，还能辅助治疗糖尿

病、高血压、脂肪肝等疾病。不过，锻

炼应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进行个体

化选择。走路能锻炼骨骼和肌肉，改

善心肺功能，但为了追求步数在短时

间内快速走路或跑步，对心肺功能要

求较高，特别是冠心病、老慢支等心

肺疾病患者，可能诱发或加重病情。

县实验一小吴月圆老师荣获
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师”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柳良敏）近日，在浙江省

教育工会、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浙江电视台教

育科技频道联合主办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

师”评选活动中，我县实验一小吴月圆老师荣

获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师”称号。

据悉，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师”评选活

动，是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

挖掘教师队伍中的最美现象，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作用，大力推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

设，激励广大教师始终坚持“四个相统一”，争

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高水平

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关于开展第三

届浙江省“最美教师”评选活动的通知》（浙教

工〔!"&$〕&" 号）要求，经各市、各高校推荐、组

委会办公室审核、微信投票、专家评审和组委

会审定，从 &'' 名正式候选对象中评选出第三

届浙江省“最美教师”&" 名、提名奖 !" 名。

鸬鹚乡：“2+3+X”志愿服务
体系打响“红色云”党建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雷雄凯）近日，“红色云”

党员志愿者应急服务队成立仪式在鸬鹚乡驻

云和便民服务中心“云窗口”举行，这标志着鸬

鹚乡党群服务在创新探索基层党员治理、流动

党员管理、服务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踏出了有效

化、专业化、品牌化的新征程。自“大赶考”工作

开展以来，鸬鹚乡为更好的服务外出群众，依

托“云窗口”平台，以构建“!()(*”的党员志愿

服务体系，创新打造“红色云”党群志愿服务品

牌。

“!”个品牌化的专业。“红色代办”和“有求

必应”。“红色代办”服务范围主要是为外出村

民代办鸬鹚乡职权内的政府办事项目、辖区范

围内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和需社区

协调帮助的困难等，让群众跑转为党员干部

跑，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有求必应”是为

群众遇到的急事、难事、险事和平时工作生活

中遇到的矛盾纠纷提供快速有效的应急援助

和指导。以云窗口为平台，四个平台机制为抓

手，充分整合服务资源，让小窗口有大作用，小

队伍有大服务。

“)”个品牌化的服务。一是依托云窗口建

设首个县外党群服务阵地，使之真正聚人气聚

人心，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服务阵

地。二是健全机制开展系列常态化活动，通过

定期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志愿者服务形成

常态化。三是整合资源打造一个党群志愿服务

品牌，针对外出群众最集中的需求，开展个性

化、特色化的服务。

“*”个品牌化的团队。一个应急队伍包含

* 个服务团队。根据居民的各项需求，组织培

养寻找在应急队伍中存在的各个专业服务领

域的精英，建立专业化的服务分队，为群众的

各种“疑难杂症”，做到有效的对症下药。

县市场监管局公开听证一起针对老年人虚假宣传案
本报讯（通讯员 叶春武）近日，县

市场监管局在局机关 + 楼会议室公开听

证了一起当事人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

案。

经查明，当事人刘某于 !"&$ 年 , 月

$ 日开始，在其经营场所内，组织大量老

年人进行培训宣传，介绍该店内一款用

于免费体验的“玉石水晶坐垫”，称其有

助于改善睡眠和缓解身上的风湿骨痛的

效果、该款产品的温热远红外线能打通

人体的任督二脉及产品使用的是研发市

场上最前卫的技术等内容，但当事人无

法提供以上宣传内容的有效证明或实际

情况。

该局于 + 月 &&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

拟处罚款人民币 !" 万元的《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当事人根据相关规定提出了

听证要求，该局依法予以受理并组织了

该场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当事人针对其经营过程

中并无销售记录，未产生实际危害及当

事人家庭困难，难以承担如此巨额的罚

款等进行了陈述申辩，调查人员从案件

查明事实、行政处罚依据及处罚建议进

行了阐述，并重点对该案的 && 项证据进

行了举证，当事人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

关联性及合法性进行了确认。

县市场监管局将根据此次听证会的

情况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及时向

社会予以公示。

县卫生监督所开展游泳场所开馆前卫生监督专项检查
本报讯（本报记者 孙鹏飞 通讯

员 毛永强）酷暑难耐，游泳运动是许多

人夏日避暑的热门活动。为加强游泳场

所卫生监督，防止传染病传播和健康危

害事故的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

益。' 月 && 日，县卫生监督所提前介入，

组织监督员对辖区游泳场所进行开馆前

专项监督检查。

卫生监督员执法人员主要对检查辖

区内 ! 家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制度、水质

处理设施设备运行情况、消毒设施运转

情况等进行了检查，并就持卫生许可证、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管理、工作记

录、消毒设施及消毒产品等方面进一步

严格细致的监督检查，同时手把手指导

经营者对游泳池水温、-. 值、浑浊度、游

离性余氯等指标进行检验。

检查中，卫生监督员认真查看每一

处，针对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制度不够全

面、消毒产品索证备案资料不齐等问题

当场下达监督意见，要求立即整改，并表

示将对本次卫生监督检查的游泳场所及

时跟进追踪，确保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

个安全、卫生的游泳场所。

检查结果显示，辖区游泳场所总体

卫生状况良好，各游泳场馆配备了卫生

管理人员，建立了各项卫生管理制度，能

按游泳场所卫生规范开展服务。

下一步，我县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将

在整个夏季期间加强对游泳场所卫生监

督的力度，通过增加监督频次、定期对池

水水质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等措施，及时

掌握游泳池水质状况，严格把好游泳场

所卫生安全关。同时，欢迎广大市民积极

向当地卫生监督机构投诉举报卫生状况

差和经营不规范的游泳场所，依法维护

自身健康权益，防范流传染病传播和健

康危害事故发生。

【慢病预防】计步走，牢记 5点才能更有效
随着计步软件的流行，越来越多

人热衷于每天在网上晒出自己的步

数，还有人为了得到靠前的排名而

“搞突击”。每天坚持锻炼很好，但这

种盲目攀比，只求量不管质的锻炼方

式存在隐患。那么，怎样才能让计步

走更有效果呢？

&、保证运动强度和量

运动效果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

强度，二是量。计步软件主要反映的

是量，显示不出强度，即使有热量换

算，很多也不准确。热量消耗不仅取

决于走路的距离和速度，还要考虑自

身的体重、运动方式和运动时的重心

波动等因素，多数软件达不到这个要

求，因此，单纯看步数排名相互攀比

不可取。

! 长期坚持才有效

有的人用计步软件锻炼只是出

于一时兴趣，没有长期坚持。通常建

议每天集中锻炼 ,+ 分钟到 & 个小时，

零散的走路看起来步数很多，但效果

可能有限，建议长期坚持。而且，室外

活动一定要建立在良好的空气环境

下，如果雾霾天还坚持在外面走路，

很可能增大毒性物质的摄取，危害健

康。走路时，应选择路面硬度合理、平

整的地方，以免伤害膝关节和踝关

节。

) 太晚影响睡眠

适度运动能促进睡眠，但很多上

班族计步走集中在晚上，大量运动

后，人体神经系统可能过于兴奋，影

响睡眠。建议平时本身就容易失眠的

人，不要在晚上（尤其是睡前 &0! 个

小时）计步走。

, 配合上肢训练

走路主要锻炼了腿部的骨骼和肌

肉，对上身的锻炼有限。建议大家丰

富锻炼的方式和种类，例如打太极、

游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 特殊人群当心增大心肺负担

对多数人而言，每天合理锻炼对

身体确实有益，还能辅助治疗糖尿

病、高血压、脂肪肝等疾病。不过，锻

炼应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进行个体

化选择。走路能锻炼骨骼和肌肉，改

善心肺功能，但为了追求步数在短时

间内快速走路或跑步，对心肺功能要

求较高，特别是冠心病、老慢支等心

肺疾病患者，可能诱发或加重病情。

普及健康知识，提高生命质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景宁疾控

★健康资讯★

鹤溪街道：创建惠明茶舍
推进村集体经济增收

!

本报讯（通 讯 员 李 光良）历时三个月时

间筹建，惠明茶舍于 ' 月 / 日隆重开张营业。

鹤溪街道惠明寺村班子“独出心裁”，用本

村畲族文化、禅茶文化的历史背景村落，发挥

特有的特色创办了一家地地道道的惠明茶舍。

其由村集体投资 !" 余万元资金，建成面积约

,"" 余平方米，浓郁的畲族气息，典雅的茶具，

为打造品茶味、观茶景、游茶园一条龙服务增

添韵味。

茶舍建成后，通过各大平台招募承包商，对

&+ 个承包商的资质评定、经营能力等进行层层

筛选，于五月底，签订承包合同，实现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年增收 !1# 万元，并以每年递增 %2#

万元租金，为惠明寺村集体经济发展打牢地

基。

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玩山游水的游客越来越多，仅村里现

有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还满足不了游客们的需

求，承建一家茶舍与农家乐配套的公共服务平

台，既满足游客的需求，又增加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也为惠明茶宣传增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