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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虹桥镇龙坦村陈正炉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2006浙

规证 035040332，批准时间：

2006年9月10日，声明作废。

遗失乐清市大荆镇隔溪大路庙

原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陈文

云），声明作废。

乐清市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水质卫生公示表（2020年第1季）
（公示单位：乐清市卫生健康局、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公示日期：2020年3月26日）

备注：生活饮用水供水水质执行标准是《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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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指标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菌落总数
消毒剂残留量
（游离余氯）

浑浊度

肉眼可见物
色度

臭和味

耗氧量

计量单位

MPN/
100mL
MPN/
100mL
CFU/mL

mg/L

NTU

无量纲
度

无量纲

mg/L

标准限值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0
出厂水：≥0.3、≤4
管网水：≥0.05

≤1
（水源与净水技术
条件限制时≤3）

无
≤15

无异臭、无异味

≤3

被监测单位名称及水质监测结果（乐清市供水集团下属水厂）
柳市净水厂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1

0.67

<0.10

无
<5

无异臭、
无异味
0.64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1

0.51

<0.10

无
<5

无异臭、
无异味
0.48

孝顺桥净水厂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1

0.6

<0.10

无
<5

无异臭、
无异味
0.6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1

0.48

<0.10

无
<5

无异臭、
无异味
0.52

荆雁净水厂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1

0.71

<0.10

无
<5

无异臭、
无异味
0.56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1

0.46

<0.10

无
<5

无异臭、
无异味
0.52

乐楠水厂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1

0.56

<0.10

无
<5

无异臭、
无异味
0.56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1

0.5

<0.10

无
<5

无异臭、
无异味
0.56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杭 通讯员
郑晓 岳华萱）日前，乐清法院虹桥法庭受理一起
疫情期间口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虹桥法庭法官充
分调动派出所、综合值班律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
力量，只用两天时间，在诉前快速化解了该起纠
纷。

3月16日，虹桥法庭立案庭收到原告刘某的
起诉材料，称在疫情期间，刘某于2月11日，分
两笔向被告倪某转账支付 55800 元用于购买口
罩。而被告未能及时发货，随后被告称自己被骗
了，通过支付宝返回原告35800元，仍欠20000
元未还。余款经刘某多次催讨，倪某既不退款也没
有发货，于是刘某向虹桥法庭起诉，要求返还货
款。

若真如原告所说，该案可能涉嫌刑事诈骗，应
当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但案件真实情况如何，也不
可仅凭原告一面之词下结论。虹桥法庭法官审查了
刘某的起诉材料后，由调解人员联系到被告倪某，
经询问并结合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得知，倪某
是口罩买卖的中间商，本想从上家“口罩供应商”
处拿货再发货给刘某，后上家“口罩供应商”跑路
了，才发现自己被骗，退还了刘某的部分货款，同
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虹桥法庭法官立即与虹桥派
出所对接，核实被告倪某报案及追赃情况。得知倪
某确实有向虹桥派出所报案，犯罪嫌疑人已抓获，
部分被骗款项已追回。

在掌握上述情况后，虹桥法庭“疫情”纠纷调
解站邀请综合值班律师和人民调解员组织原、被告
进行调解，经过多轮沟通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协
议，被告自愿当场返还原告货款17000元，原告
自愿放弃剩下的3000元货款，本案一次了结。

据悉，这是虹桥法庭成立“疫情纠纷调解站”
后化解的第一起涉疫情纠纷。在疫情防控时期，为
了维护社会稳定，帮助大家走出疫情带来的阴影，
恢复各项秩序，虹桥法庭综合辖区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人民调解力量，成立“疫情纠纷调解站”，
通过信息共享，纠纷预警，提前研判，做到及时、
高效化解涉疫情纠纷。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孔丽琴） 她
说，重复的事情用心做，用心的事情坚持做；她
说，幸福有好多种，用心感受就好；她说，每一个
政务热线都要认真回复；她说，但行好事，莫问前
程……近日，城南街道妇联将该街道34名妇女干
部在疫情期间各自岗位上的工作照制作成画册，取
名《一切都会过去，终将春暖花开》。

记者看到，在这本画册中，没有精美的艺术
照，甚至看不到照片中人物的脸，只有戴着口罩忙
碌的身影，她们或雨中执勤，或送菜送药，或走访
企业，或奋笔疾书……一个个“口罩女侠”为抗

“疫”、复工贡献着光和热。在画册的每一页，还配
有图片人物所说的一句话，句句立志，令人动容。

“这本画册记录了城南街道女干部们抗击疫情
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可以通过扫码观看各种防疫
宣传、抗疫工作、复工复产的视频，目的就是为了
记录美好，分享感动。”城南街道妇联主席朱玉琴
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城南街道的女干部们巾帼
不让须眉，舍小家顾大家，坚守防疫复工第一线。

“三八”节期间，街道主要负责人走访慰问各岗位姐
妹们时，发现大家都坚守在一线，便想着搜集大家
工作中的照片，制成纪念册，在展示城南街道“红
色娘子军”风采的同时，又为她们送上一份特殊的
节日礼物。

34名“口罩女侠”
登上“疫”线画册

虹桥法庭设立
疫情纠纷调解站
两天诉前化解口罩纠纷

3月 24日，乐清市三中高三段的
一堂数学网课上，老师的演算过程清晰
地呈现在屏幕上，学生可根据老师讲解
的解题步骤，纠正自己的错误和疏漏。

这个堪比教室板书的效果呈现，得
益于学校为理科科目教师购置的高拍
仪。乐清市三中副校长高建跃介绍，高
中生尤其是高三学生在此阶段的学业
任务重，学校在选择平台和上课模式等
方面的准备和调整，付出了大量的努
力。“文科科目课程可提前做好教案，老
师根据PPT、视频等可以达到比较好的

上课效果，但理科科目需要用到板书，
讲解具体的步骤。”为了能实现这个效
果，校方全城采购高拍仪，跑遍了数码
店，采购了20个高拍仪和50多个摄像
头。

随着网课进程和教学进度不断推
进，班级教学进度和学生接受程度的差
异也逐渐凸显，年级大课不再适用于所
有学生，市三中及时调整了网课规模，
从大课转为小班化的“一班一策”，方便
任课老师管理、有针对性地找出不同学
生接受程度上的差异，“开小灶”给予补

足。
北白象七小全校有992名学生非

乐清籍，不少学生在此期间返回老家，
在网课开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小
麻烦”。“有些学生住的地方，网络信号
非常不好，耽误了上网课。”该校校长蔡
卓成对有存在这样问题的学生进行了
调查，并联系了市教育局技术装备中
心，向当地供应商申请，为学生赠送流
量60G，还为三个困难家庭安装了机顶
盒。随着复工复产，家长开始上班，无法
陪伴孩子上网课，考虑到小学段的孩子

自制能力和运用电子设备能力偏弱，学
校通过调查排摸出62名双职工的学
生，由责任老师一对一联系和帮扶。

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卢亚斌介
绍，随着线上教学的推进，根据学校实
际情况的不同，及时调整学生的学习内
容、学习时间、教与学的方式等方面的
内容，同时，市教育局“空中课堂”实现
了统一安排和特色“一校一策”同时进
行的方法，让每个学校和教师、学生都
能找到适合的教学、学习方案，顺利开
展好特殊时期的网课教学。

从“能够上”到“上得好”
乐清打造精准有效“云课堂”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露

居家学习上网课，对于学
生、家长和老师来说是一个全新

的挑战，为最大程度降低疫情防

控对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的影

响，乐清市教育局借助教育信息

化手段，自2月9日起，乐清市统

一推行假期网上授课和辅导活

动，目前第四时段的“空中课

堂”即将结束，从统一课程安排

到“一校一策”的转变，从能够

上网课到上得好网课，市教育局

不仅推出了大量贴合本地特色的

方案，更对各阶段网课教育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调整和解

决，争取实现线上“空中课堂”

与复课后的教学进度无缝对接。

“Hello，everyone。”随着英语
老师臧建生清脆的打招呼声，一堂网
上英语课正在进行。课堂里还有一个
特别的“学生”——虹桥镇实验中学
校长胡庆奕，他“穿梭”在全校各个
班级的网络课堂中，实时查看网课进
行的情况，解决各种突发的状况。“怎
么回事，好多学生进不去？”“显示密
码错误，能帮忙解决吗？”在学校教师
群里，大家及时反馈问题，不断调整。

胡庆奕称，学校教师团队平均年
龄45岁，网课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
确实带来了巨大挑战，但通过线上培
训、相互帮带等方式，网课教学不仅
进行得顺利且优质。他巡课的目的也
为更多地发现“闪光点”，教师间互相
交流，互促进步。

这种及时反馈和查漏补缺的巡课
模式不仅体现在学校，市教育局教研
室也实时对线上教育进行把脉，帮助

学校和教师团队打造精准、有效的
“云课堂”。

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黄文华
介绍，在网课初期，教研室面向全
市十六所普高发放了高三线上教学
成效学生调查问卷，全面了解各校
线上教学安排、教学管理和学生对
教学成效评价和建议。随即教研室
根据这些问题推出了 《乐清市普高
线上教学问与答》，对网课普遍存在

的问题进行探讨，总结一些学校优
秀教师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可操作
性强的做法和经验，供全市普高教
师学习参考，实现资源共享，努力
实现“齐步走”。

普高教研员也主动加入学校教师
教学活动，参与多所学校高三各科的
备课组活动，了解各科备课组课堂教
学设计和作业周测习题质量，巡课查
看上课质量，督促落实教学目标。

“请大家给他送出大拇指，回答得
太好了。”乐成一中语文老师施绿珠对
着学生们说出这句话后，屏幕上瞬间出
现了一排排点赞的标志。这是施绿珠当

“主播”的这段时间常用的“讨表扬”的
方法，目的是为了让课堂增加趣味性，
让每个在线上课的学生与她有更多的
互动，全神贯注投入网课。

“菜味道好不好，一尝就知道，课好
不好，学生爱不爱上，一看就知道。”施
绿珠用简单的比喻，道出了网课质量的
重要性。为了让网课吸引人，备课过程

中的延伸拓展自不必说，“一堂课不能
平平地上完，总要扔出一些‘包袱’，让
学生感到惊喜。”施绿珠还练习了语气、
肢体动作，让讲课如“说书”一般，有趣
有料。

“家长督促能帮助学生完成课后作
业，但更好的方法是调动学生的主动
性。”施绿珠将班级分成小组，由学生任
小组长，让他们也上线当“主持人”，监
督同伴完成考勤、交作业，并通力合作
完成小组式学习任务，让线上学习不再
枯燥和无趣。

“低龄段的孩子，尽可能减少孩子
在屏幕前的时间，采用的是录视频的方
式来反馈背诵、朗读、读书情况等，老师
再对孩子进行点评。”北白象七小的老
师们在针对低龄段孩子的网课授课时，
也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增加趣味性的
方法，同时也更加注重网课实际效果，
因此在作业批改的方式上花了不少心
思。图片批注批改、软件订正修改、视频
讲评、个别帮助等，还为学生线上颁发
奖状和奖章，激发学生的进取心和参与
度。

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吴泽介绍，
网课进入第四阶段，教师、学生对于网
课的形式和内容的接受和“消化”能力
进一步提高，网课也渐渐实现能够上到
上得好的转变，教学内容以专题和模块
的形式，进行特色化安排，并及时与新
学期教材紧密地联系起来，将教学内容
与新学期教学有效衔接，及时检测网课
质量和落实情况，如对学生开展小单
元、小阶段性的测验，开发和试用更多
适合检测学生学习成果的软件和平台，
对于不足的地方及时调整。

及时反馈线上把脉

巧花心思实测效果

购置设备提高质量

本人于1999年在柳市镇前垟
洞村创办乐清市信乐包装彩印有限
公司。3月21日，在本公司复工复
产之际，因本人思想放松、管理失
职，工人将清洗印刷机的含油墨的
废水违规倾倒，对环境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更违背了当前治水“百日
攻坚”专项行动的精神。经环保部
门批评教育后，本人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法律意识淡薄，环保意识不
强，随意排放废水的行为，将给社
会造成恶劣影响。保护环境，从我
做起，本人深刻反省，诚心悔改，
并希望自己的错误能给大家带来教
训，特此检讨致歉。

检讨人：黄中仁
2020年3月25日

检讨书

高三学生积极备战。

老师在线批改作业。

乐清中学物理组老师召开“云会议”。

老师点评
学生作业。

“口罩女侠”合影。何楚霸 摄

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