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总第7953期 第5012期
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产经视窗执行主编:方 岩

电话：13522793567

邮箱：dsf20002@163.com

第16期

C1

搜狐新闻客户端 消费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近日，记者到湖北郧西县关防乡
调研，学习了两种精神：一个是长征精
神，一个是沙沟精神。两个“精神”同
党同宗同源同志，都是血染的风采，是
用生命和汗水浇灌出来的最美花朵。

许多到过关防的人都用惊奇的眼
光打量关防——变化发展速度惊人，
景区景点惊艳美丽。田园沙沟，荷曳
鱼跃；油菜花海、水磨水车、牛心石风
光、天台山传奇、全国卫生集镇等多张
靓丽名片名不虚传。今日之关防已非
昔日之关防，今日之关防美不胜收、美
不设防！有人略带夸张地说，你若去
了关防，会亮煞你的双眼、惊掉你的下
巴，让你留连忘返、让你梦回荷塘。

关防，顾名思义，守关防边。南北
接秦，东西连楚，历史上属兵家商贾必
争之地。这里群山拱卫、百峰簇拥，有
天门群山之险峻。红二十五军西征时
就看中这一地形要塞优势，依靠群众
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据地达二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的前两年，关防就率
先回到人民手中。清清仙河水养育了
关防儿女，成就了许多美好的革命故
事、建设奇迹。改革开放后，这里开关
开放、沐浴春风，人们纷纷走出大山，
围绕经济建设之中心，甩开膀子大干，
农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不
变，粮油生产、各种经营年年丰收，商
品经济、打工经济和特色产业逐步兴
起，人们过上了小富即安的生活。

进入新时代，人们赶上了好政策，
过上了好日子。特别是精准脱贫攻坚
战，关防乡精准脱贫高质量地实现了"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受到了国家级表
彰，干部群众流出了激动幸福的泪水，
八方游客投来了惊奇赞美的目光。

政策规划，文化开发

关防乡结合精准扶贫好政策，在
保护中开发当地红色文化，建成红军
长征纪念馆，让人十分惊喜。

当年红二十五军以丁家坪、一天
门、二天门、关防铺、总兵沟为中心，建
立纵贯鄂陕的革命根据地。在现在丁
家坪村委会后坡上保留原貌的红二十
五军指挥部，征得农户同意被修缮一

新，成为郧西县又一个红色文化纪念
地。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三次反围剿，
扩充了革命队伍，养护伤病员，发展了
生产，延续了七十四师，参加了后来的
抗日战争。毛主席曾评价说，红二十
五军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这里是刘
华清、程子华、陈先瑞等革命先烈洒热
血、抛头颅、英勇战斗过的地方；这里
有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这里有一盏
党的明灯，它照亮了革命前进的方向
和征程；这里是党史教育活教材，讲述
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走群众路
线”等党史故事。

农耕文旅，综合一体

沙沟的故事要从决策规划、主体
建设、群众参与、政策激励、拆迁安置、
帮助帮扶、包联指导、干部带头、依法
依规、组织协调等十个方面去理解。
沙沟的故事体现了乡村干部实干实
为、无私奉献、顾全大局的精神，有一
个过硬的工作班子和帮护队伍，加上
一套好的群众工作方法，确保了项目
顺利推进。惊奇的是建设速度之快、
群众参与度之高、投资效率之高、作用
发挥之大、关注度之高。县政协联系
包联乡村抓督导，县交通局奉命重开
新道，让路于民，迅速完成修路架桥开
隧道任务，积极与旬阳市县交通部门
无缝对接，打通关防文旅商贸通道，建

设成高标准省道。
国土资源局积极与乡村、相关部

门进行项目对接，抢季节植树造林，高
标准绿化，当年建成当年开花结果，刚
植下的樱花成为网红打卡地，刚落下
的花瓣满地都是，极像花毡，很想躺下
休息片刻。县中医院扶村扶业献真
情，扶贫工作队朱明瑛队长的事迹很
感人，虽然尽是与民打交道的一些小
事，却温暖了一代人的心。

乡党委书记洪术成亲自挂帅抓重
点、攻难点，天天泡在工地上，拿下不
少难啃的硬骨头，实现了项目建设“五
个达标”、社会治理“五个清零”。女乡
长彭慧也是一个旅游通，刚从“天子渡
口，古塞上津”选拔过来，抓旅游派上
用场。村书记卢从信是一个群众爱戴
的好干部，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
累，无私无畏地干，不与百姓争利益，
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好评。

“两山”世界，色彩斑斓

关防乡深入贯彻落实“两山”理
论，打造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走农耕
文旅产镇融合一体化综合开发之路，
创新开发“吸睛模式”，底色是绿水青
山，把农家院落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
到处是景观绿化带、植物园、生态水景
园。调色板是油菜花海、荷塘月色、千
亩稻田、农家院景、河谷水景、路边岸

景、立体造景、四季有花、移动有景。
主色调是黄墙黛瓦古舍，两线四湾的
农家乐、民俗区、农耕文化区很是耀
眼。流行色是蓝天白云，一年四季随
时变化，仙河水清，花木植被四季易
色。最令人有神秘感的色彩是那雾那
虹那夜的雨声蛙鸣，去体验一把，你就
会感受到色彩有多变多幻多迷多嗨。

民俗体验，梦回乡愁

一个民俗一个特色，一家农舍一
个味道，一个体验馆一个记忆，一个区
域一个主题。吃一餐饭，回味的是乡
愁，体验的是乡情，拉近的是乡亲。这
里是梦中的桃花源、是示爱的情人谷、
是夜泊的心灵港湾。听着晨钟幕鼓、
犬吠鸡鸣，数着星星入睡，伴着山风醒
来，静的慢的让人留连忘返。高地方
有鲜美的马头羊汤，是用白萝卜香菜
辣角四件宝配比熬制而成，汤色白润
如奶，肉则红白相间，萝卜煮到倒棱，
这样的汤才香气扑鼻、落口即化，就像
舌尖上的芭蕾，满口生香，细滑不膻，
清鲜不腻，甘甜奇美，久久回味，此乃
郧西待客之至味也。

郧西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马头羊加
工饲养制作的美好故事。这里的菜豆
腐蘸着辣油吃，火烧馍抹上臭豆腐乳
吃，都是考验人的意志的。这里还有

“八大碗”“十三花”“满汉全席”等特色
菜系。这里是通秦达楚、融合南北、味
道大杂烩的地方，要吃什么就有什么，
点什么就做得出来什么。

火爆旅游，“五美郧西”

郧西以文旅立县，建“五美郧西”，
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转型之路，天河
七夕文化深入乡村田园节丰收节，全
域游时代进入加速度，“一江两河”战
略仍是郧西县“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的主旋律。

汉江、天河、金钱河、仙河涛声宏
亮，鼓舞人们沿江沿河掀起旅游热
潮。沿仙河把蜀河古镇游、仙河游贯
通起来，炒热郧西县的西北边陲，关防
乡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陈尊祥）

本报讯 云南普洱工业园区受市
政府授权，行使规划许可审批职权，为
科学编制园区各类规划，推动园区高
质量发展，园区成立专家库，并建立了
科学的专家库管理制度。

专家库是为满足普洱工业园区规
划范围内各类规划方案的技术论证或
评审工作的需要,从规划、建筑、旅游、
环保、气象、经济、社会、法律、水务、林
业、道路交通、市政、绿化景观等专业
领域中选取专家,对各类规划设计方

案进行技术审查,并为重大项目提供
跟踪指导服务。

目前，专家库已为园区规划发展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及时帮助解决
了园区在规划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瓶颈问题，专家评审意见将作为园区
规划及项目方案审定的依据。

为保证专家库质量，专家库建立
后列入竞争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定
期充实、适时调整,实行动态管理。

（刘 涛 钟志刚）

本报讯 为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
营行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公
众身体健康。日前，云南玉溪市市
场监管局组织对近期四家产品抽检
不合格的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及食
品质量安全总监进行集中警示约
谈。

会上，玉溪市市场监管局通报
了被约谈对象产品抽检不合格情
况，明确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违法行
为的性质及后果；宣讲了食品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被
约谈对象分析查找了问题原因，汇

报了整改措施；被约谈对象及所在
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就保障食品安全
工作分别作了承诺表态发言。

会议要求，一是要从讲政治的
高度，把握食品安全的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二是要严格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追溯体系建设，
建立完善并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生
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销售台账记
录等制度。三是要完善食品安全应
急预案，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四是
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及消防安全措
施，做好特种设备的管理使用工作，
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罗 丽）

本报讯 为维护“文山三七”产品
质量和品牌信誉，保护“文山三七”及
其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近日，云南文山州市场
监管部门结合职能职责，在全州范围
开展为期3个月的三七市场集中整治
专项行动。

当地市场监管局及时成立了主要
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
业务科室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强化对
全州市场监管系统工作领导，理顺工
作思路，加深思想认识，确保全州工作
步调一致。

将文山三七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与
“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相结合，强化市
场监管执法，重点检查无证照违法经

营三七系列饮片及三七药品制剂、非
法加工销售三七粉、私切滥制三七系
列饮片等违法行为，严查销售染色增
重、以次充好、掺假使假等三七违法生
产经营和侵犯“文山三七”知识产权等
行为。

在文山三七国际交易市场、文山
三七综合交易市场等场所张贴通告的
基础上，借助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持续向三七经营者宣传《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
三七发展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增强其合法经营、守法经营意识。

（罗 丽）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云南德宏州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获 悉 ，2020 年 ，该 州
12315热线来电总量为 14888个，其中，
投诉 3395 件，同比增加 95.11%；举报
888 件，同比增加 132.46%；咨询 10605
件，同比增加58.11%。共受理消费者投
诉举报4283件，涉及金额1008.99万元，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92.93 万元。
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因德宏州地处边境，靠近缅
甸，疫情原因导致防护用品投诉举报短
期大量增加。疫情期间，有关疫情及市
场稳定的投诉举报大量增加，呈阶段性
突发增长，口罩价格过高上涨、质量存
在问题、医用口罩销售不具备资质等举
报多。另外，疫情初期涉及酒精、消毒
液等防护用品的投诉举报较多；取消春
节出游行程，预订的住宿退款，双方协
商费用不一致问题多发。

其次，食品安全问题需引起重视。
与食品有关的投诉举报中，餐饮服务的
有关投诉举报主要是食物中吃到铁丝、
塑料等异物；餐馆选用食材不新鲜、发
霉变质；餐饮环境卫生问题差；未按要
求明码标价，收费与标价不一致；店内
服务人员服务态度差，服务质量不高。
一般食品的有关投诉举报主要是预包
装食品过期变质、有异物、包装标识不
全，少部分消费者食用后身体不适，有
部分肉及肉制品不新鲜等投诉，大多涉
及食品安全。

再者，网络直播销售翡翠玉石问题
频现。2020年，德宏州市场监管部门共
收到有关珠宝玉石的投诉举报 2719
件，主要是通过淘宝、抖音等网络视频
直播购买翡翠原石、成品和半成品，到

货后发现与视频或图片描述差别较大，
存在虚假宣传、欺诈、诱导消费嫌疑，退
货退款难等问题。

另外，移动电信服务收费争议居高
不下。在有关通讯运营商的投诉举报
中，存在套餐变更业务及刮刮卡活动纠
纷；在消费者未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开通
增值业务、绑定副卡、骚扰电话、销号纠
纷、流量用完未尽到提示义务等；流量收
费高，将未完善的5G网络业务推荐给客
户未尽到提示义务，涉嫌虚假宣传诱导
消费等问题以及携号转网的问题频发。

随着时代发展，德宏州的预付卡消
费、购车消费投诉举报也较多，主要是预
付卡消费办卡容易退卡难、缺少办卡协
议，购车定金退款不易、捆绑消费较多等。

（李 楠）

本报讯（记者 任兵兵）四川南江县
下两中学是寄宿制农村初中校，寄宿生
比例高达98%。学校已认识到长期睡眠
不足将会影响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学
习效率、创造力，对学生身体发育、健康
成长带来影响。学校多措并举，标本兼
治，力求确保学生高质量睡眠。

科学作息，优先确保睡眠时间。学
校科学制定课程表、作息时间表、课外活
动表，实行一学年两个作息时间表，分别
为夏季时间表（5月1日-9月30日）和冬
季时间表（10 月 1 日-次年的 4 月 30
日）。学校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四川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办学行为深
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要
求，寄宿生早上7时起床晨练，晚上9时
灭灯就寝。夏季作息时间表中安排学生

回寝室午休2小时，冬季作息时间表中安
排学生在教室午休1小时，保证初中生每
天睡眠时间9小时的“刚性”要求。

动真减负，根治影响睡眠的症结。
通过对学生进行调查摸底，了解到导致
学生睡眠不足的最主要原因是课后作业
任务重。为此学校提出高效课堂理念，
强力推行精讲精练，确保堂堂清。倡导
教师不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若确需布
置课后作业，必须坚持“难易适度，数量
适当”原则，精选作业内容；倡导教师布
置活动性、实践性、探究性课后作业，从
作业形式到作业内容等方面进行学与思
的结合，既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又增加学
习趣味，回归教育的初心。严禁教师布
置简单重复和惩罚性的作业。通过有效
作业管理，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解除了心

理焦虑，促进学生睡眠质量提升。
强化管理，培养良好睡眠习惯。学

校针对学生自主意识较弱，对睡眠认识
不足，开展了健康睡眠知识讲座，纠正了
学生不良就寝行为。班主任与宿管员共
同引导学生“回寝、就寝、入睡快”，保证
深度睡眠时间，提高了学生睡眠质量。

完善设施，优化睡眠环境。学校按
照“安全舒适、文明和谐、整洁美观、温馨
快乐”的要求，突出学生宿舍人文化建设
和人性化服务，不断“美化、香化、亮化、
净化”校园环境，打造高标准学生宿舍，
持续优化学生住宿环境。立足学生需
求，对学生宿舍进行改造，完善生活设
施。推行将生活教育、养成教育与美育
融合，倡导营造个性化的寝室文化，营造
温馨舒适住宿环境，使学生睡得舒心。

本报讯（记者 朱 兵）杭州市上城区
为打造公平而有质量的品质教育，及时
回应老百姓对“美好教育”的向往，积极
解决群众反应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通
过优化作业内容布置、强化作业批改质
量和建立过重作业负担监管制度等措
施，破解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挤占睡眠时
间的矛盾。

严控作业总量，布置高效作业。严
格控制作业总量，精心设计有效作业是
轻负高质的重中之重。上城区严格要求
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小学
其他年级每天完成书面作业总时间最多
不超过 1小时，初中学生每天作业时间
控制在 2 小时之内，小学生在晚上 9 点
前、初中生在晚上 10点前仍没有完成作
业的，可以选择不完成剩下的作业，确保
充足睡眠。上城区充分利用数据信息化
平台，做好作业功能、作业形式的有效性

研究，不断积累作业相关数据，实现作业
的精准化指导，从而加强学生学习效率，
有近 30所学校推行根据学生特点、学习
基础，综合选择编制符合校情学情的校
本作业，有效地控制了作业的总量，深受
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和好评。如，清河实
验等学校积极推进“半小时作业”实践研
究，通过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的作业设
计，力求学生掌握重点、区分难度，实现
控量和分层的双重目标，切实减少简单
记忆、机械重复的练习，精心选择与学生
基础相适应、重在迁移运用的作业；建兰
中学借助“建兰大脑”实现数据驱动教学
管理，通过数据沉淀积累错题和难题，推
送个性化作业和针对性练习，提升作业

的有效性和学习的积极性。
严抓作业批改，落实先做全批。作

业批改的责任人是教师，不能将作业批
改的责任转嫁到家长，模糊甚至混淆学
校与家庭的责任边界。上城区严格要求
教师必须全批全改学生作业，重点题目
要细批，必要时要面批，并做好学生作业
档案记录，认真分析学生错误的原因，及
时改进教学过程。将作业批改过程看作
是教育教学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师生互动的重要媒介，通过合适的批
语达到提醒、帮助和激励学生的目的，发
挥作业的激励功能。杭十中对学生的作
业评价采用“等级、分数与激励性语言”
相结合的形式，特别是习作（作文、日记

等）、美术等一些创作性的作业的评价
中，需要用激励性语言来达到教学目
的。对作业批改管理，本质上是为了倒
逼教师对作业进行深度研究，从“关注作
业形式”到“研究作业功能”，从“惯性运
作布置”到“尊重认知规律”，让作业成为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之一。

严格过程监管，确保长效推进。“晚
十点不作业”，不是让孩子不做作业，而
是要有效率地去做有意义的作业。为了
将这个措施真正落实下去，长效推进，上
城区配套实施了三大制度。其一，建立
学生作业总量控制制度，学校以班级为
单位，切实加强学科间的协调，由班主任
对各班每天的作业总量进行汇总、平

衡。备课组合理调控本学科作业的数量
和难度，做好跟踪分析。教导处对每个
年级每日的作业进行备案、分析，指导备
课组提高作业布置的质量、调整作业的
总量。其二，建立作业批改检查制度，重
点对教师在作业布置和批改中的“精选、
先做、全批”进行检查，对教师在批改过
程中的规范要求进行指导，及时反馈教
师的作业批改情况，并做好相应的作业
管理档案。其三，建立作业负担过重监
管制度。校长及时了解学生的作业情
况，每个月要听取一次全校各年级的作
业情况，形成报告反馈给全体教师。对
每晚不能及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形成日反
馈机制，若该类学生数量不多，须针对学

习困难的学生布置适合其发展程度的作
业，给予及时的指导与帮助；若该类学生
数量较多，须召开相关人员共同参与的
联席会议，查摆问题、分析原因，及时调
整作业的布置；若该类学生集中在某一
学科或某一班级，须由学校教导处牵头
做专项的调查研究，对某学科的备课组
长或某班级的班主任进行约谈，跟踪指
导。区评估与监测中心每月不定期开展
一次关于全区中小学作业情况的调查研
究，积极反应基层问题，切实研究解决途
径，为行政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回归教育
的本真与初心，准确把握作业的性质与
功能，切实将作业管理作为减轻学生过
重课业负担的“牛鼻子”来抓，切实将作
业管理作为提高教师基本教学素养的

“责任田”来抓，切实将作业管理作为增
强社会对教育获得感的“突破口”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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