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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桌折射大文明

“文明餐桌”成文明塘下新风尚
■记者 陈绵绵

如今，在塘下诸多餐馆、食堂，总能在醒目位置看到“文明用餐、节俭惜福”、“适度点餐、拒绝浪

费”等宣传画或提示牌。温馨的提示、浓浓的节俭氛围，引导着消费者珍惜每一粒粮食，养成文明消

费、节约用餐的良好习惯。

据了解，为加快塘下镇创建省级文明镇的步伐，该镇开展了以垃圾不落地、出行讲秩序、办酒不铺

张、邻里讲和睦为主要内容的小城镇文明行动。近日，记者走访了塘下一些学校、酒店以及单位食

堂，发现用餐氛围愉悦，食物浪费现象减少，“文明餐桌”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文明塘下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陈绵绵）日前，2017 届“马云乡村

教师计划”初评结果揭晓，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入

围教师展开角逐，最终 180 位优秀教师获得初选提

名。塘下下林小学教师张仕凯入选，为我市唯一入

选者。

张仕凯在下林小学做了7年乡村教师（详见本报

7月13日第3版报道）。今年夏天，他完成北京师范

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硕士课程。他告诉记者，读完硕

士，还将攻读博士，他希望能够一直朝着“成为专家型

教师”的理想前进。

据悉，“马云乡村教师奖”今年的评选范围从去年

的13个省市扩展到大陆所有省份。开放报名后，马

云公益基金会共收到近 5000 份申请。经过初步筛

选，300位教师入围。之后，与马云公益基金会合作

的各省媒体对入围教师进行了采访和报道。8月29

日至31日，由教育机构专家、公益机构和媒体负责人

组成的初评委员会，通过现场电话访问、交叉打分等

方式，从300名入围教师中最终选出180名符合标准

的提名教师。

张仕凯告诉记者，此次提名的教师中，全省有 5

人，瑞安市仅他一人。本月月底，他将与其他提名教

师一起到杭州参加由马云公益基金会统一举办的现

场终评，届时将从中评选出100位优秀乡村教师，每

名获奖者获得持续3年总计1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与

学习资助。

本报讯（记者 陈绵绵）日前，在鲍七

村大坂河河边，7000多平方米的违章团

块倒下。随着这一违章团块的拆除，鲍

田办事处辖区涉水违章均已全部消除。

据了解，这一违章团块，涉及 6 家

低小散企业，因为土地性质存在争议，

一直以来都是拆违的难点。随着治水

工作的推进，拆违势在必行。为了尽量

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该团块采取了

分批拆除的办法，近日，随着最后一家

企业搬离腾空，该团块拆违顺利完成。

据统计，从今年 2 月截至目前，鲍

田办事处辖区共计拆违10.3万平方米，

其中，涉水违章达 6 万多平方米。下半

年，该办事处还将继续推进团块违章的

拆除工作，并着手拆后重建、低效土地

二次利用等相关后续工作。

塘下一教师获
2017届“马云
乡村教师奖”

初选提名

本报讯（记者 林瑞蓉）日前，塘下

镇海安环城河涉水拆违工作告一段

落。7 月底以来，海安办事处以“剿劣”

为契机，铁下决心，多措并举，全面启动

环城河沿线涉水消防通道拆违工作。

截至目前，已累计拆违 305 处，拆违总

面积 12170 平方米，完成环城河内环第

一批次范围内违建的拆除工作。

海安环城河作为海安古城的护城

河，环绕海安城内 7 个村，全长 1950

米。环城河沿线占用消防通道的违章

建筑众多，基本为村民搭建，时间达 20

年之久，多用做家庭作坊或仓库。环城

河涉水拆违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

对此，海安办事处精心组织做好前

期方案，稳步推进前期工作，召开 3 次

村级动员会，转变村干部观念，再由办

事处、村干部上门耐心做村民思想工

作，争取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同时，

通过微信、短信等宣传载体，在环城河

沿线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7 月 24 日以来，海安办事处分批

次、分团块逐步启动拆违工作。由于前

期准备工作充分，镇东村和镇海村率先

开展自拆，海安办事处积极组织拆违工

人、设备配合村民自拆。两天时间里帮

助村民自拆违章建筑 52 处，起到良好

带头作用。7 月 28 日，海东村沿河团块

集中拆违启动，当天拆除涉水违建 61

处，又为环城河拆违营造了良好声势。

随后，海安办事处乘势而上，以自拆为

主、强拆为辅，分网格多线推进拆违工

作。

除了在拆违上全力配合，海安办事

处同执法中队积极联系电力、水务等部

门配合违章户迁移电线、水管线，解决

违章户的“后顾之忧”。同时，采用边拆

边运方式，组织环卫人员、车辆及时清

运拆后建筑垃圾，得到群众好评。整个

拆违过程形成了违章户主动自拆、群众

理解支持、执法人员指导协助的融洽局

面，历时 20 多天的拆违过程基本没有

额外聘请保安。

下步，塘下镇将尽快启动环城河

景观设计，提升河道景观，加快启动拆

违后老城区域旧村改造计划，海安办

事处也将继续启动城内消防通道拆违

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赵珍 记者 林瑞蓉）9 月 5 日上

午，塘下首张全程电子化登记模式签发的营业执照

新鲜出炉，领到这张营业执照的是瑞安市联康健康

信息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者陈爱连。由于首次使用网

上申领，她在塘下公共服务中心工商登记窗口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完成登记工作，并在通过审核后，现场

打印了营业执照。

8 月 21 日，浙江工商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在全

省上线，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发照、

电子归档，全程电子化，这标志着浙江省工商登记注

册无纸化时代的到来。继 8 月 25 日瑞安市行政审

批中心办出首张电子营业执照之后，市监塘下分局

也依据实际情况，积极推广工商登记全流程网上办

理。

据了解，工商登记全流程网上办理是指工商登

记申请、受理、审核、发照、公示、电子归档等各环节均

通过网络登记方式，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全

程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审核。整个登记流程申

请人与受理审核人员零见面、零跑动、零距离，无需再

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系统自动实现电

子档案归档，真正实现无纸化登记。在工商电子登记

平台办理完毕后，申请人可到工商登记注册窗口领取

纸质营业执照，也可要求邮政快递送达。

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塘下镇市场主体已达

到 3.38 万户，其中 2016 年以来新增市场主体总量

1.05万户。工商登记全流程网上办理的推广将大大

方便塘下潜在需求群众办事，在“最多跑一次”的基

础上，从技术上真正实现“零上门”。

目前，浙江省工商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支持有

纸（半流程）电子化登记和无纸（全流程）电子化登记

两种办理途径。

市监塘下分局大力推广工商
登记全流程网上办理

塘下首张电子
营业执照“诞生”

拆除违建 305 处，总面积 1.2 万平方米

海安完成环城河第一批次涉水拆违

鲍田拆除涉水违章团块7000多平方米

涉水违章建筑拆除前后

本报讯（记者 陈绵绵）近日，罗凤办事处积极牵

头组织辖区各村志愿者开展“平安三率”入户宣传活

动，以此进一步推进塘下镇平安创建工作，努力提高

村民在平安创建过程中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

“您对我们塘下的平安建设满意吗？”近日，在前

庄、中南、中北、山官、沙渎、凤川、凤士、吴岙、凤渎等

村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他们或驻点分发

宣传手册，或手把手教村民扫二维码安装软件，或走

村入户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向村民们普及宣传“平安

三率”工作。

每到一户人家或者商铺，志愿者们都耐心地向

大家讲解什么是平安，平安包括哪些方面，怎么参与

平安建设，并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省安全感问卷调

查并给予正面回答。宣传过程中，志愿者还向大家

普及平安图软件操作使用，教大家安装、登录、使用，

该平台集平安数据采集、信息分析研判、事件流转处

置、综合统计考核等多功能于一体，使平安建设开启

“智能模式”。

罗凤办事处开展
“平安三率”

宣传活动

创建省级文明（卫生）镇
RUI BAO

新都大酒店：
开展“光盘行动”主题

宣教活动

走进新都大酒店的员工食堂，“光

盘行动，不止是口号”、“加入光盘行动，

节约从我做起”两面横幅赫然醒目，偌

大的食堂，墙上还挂满了“食堂文化”的

各种宣传标语，文明餐桌氛围非常浓

郁。据介绍，该酒店员工有 200 多人，

从 9 月起酒店对内部员工开展了“光盘

行动”主题宣教活动，旨在倡导文明餐

桌行为，提倡文明用餐的良好风气。为

了落实好这项活动，该酒店专门制定了

“光盘行动”实施方案，并加强管理，抽

调人员现场监督，在进餐时倡导员工

“光盘”。

“节俭粮食，杜绝浪费，员工首先要

从自己做起。不浪费不仅是一种文明

行为，也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一种尊

重。所以，对于浪费粮食的员工，我们

就处罚他在食堂做半个小时的义务劳

动。”该酒店副总经理缪明晓告诉记者，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了才能更好地引导

顾客也做到不浪费食物。而针对顾客，

该酒店早在 2006 年便开始创建“绿色

饭点”，倡导绿色消费。对于酒店的点

餐人员，专门经过培训，推荐客人点菜

要适量，通常8个客人，就建议点7个热

菜，提醒并引导客人不多点，不浪费。

酒店还在醒目位置张贴了“提倡剩餐打

包”的标志，就餐完毕如果还有剩餐，便

免费提供打包服务。

“以前客人来就餐，比较讲究面子，

都要点很多菜，我们员工提醒他少点一

点还会不乐意，这几年塘下人的文明意

识普遍提高了，浪费现象明显减少。”缪

明晓说道。

市实验二小：
文明就餐，集卡换礼

中午 11 时 30 分，是市实验二小的

午餐时间。据介绍，该校中午在校就餐

的学生有 1540 人，而学校餐厅只能容

纳一千左右学生就餐，所以一、二年级

学生都在教室内用餐，三至六年级学生

在餐厅用餐。11 时 35 分，记者看到陆

续有学生排着队伍走向餐厅，到了餐厅

门口，孩子们在门口的洗手槽洗了手，

然后按照餐桌上标记的班级与名字井

然有序地对号入座。餐桌上已经摆放

着丰盛的饭菜，四菜一汤一水果是该校

午餐的标配。孩子们在自己固定的就

餐位置上安静地享受美食，“光盘”之后

让“桌长”检查，领取一张“文明就餐

卡”，便可以离开餐桌。没有大声喧哗、

没有追逐打闹，孩子们只顾埋头吃饭，

整个就餐过程文明、有序。

据该校校长项建达介绍，“办阳光

食堂，做放心饭菜”是学校经营学生食

堂贯有的理念，学校校委配备了 3 位人

员专人负责食材的配送、食谱的制定、

营养的搭配等，除此之外，还从 37 个班

级里选出了 74 位家长，组建了一支“家

长膳管会”，每天有 4 位家长对餐厅环

境、饭菜卫生、营养搭配等方面打分。

家长的监督保证了饭菜的卫生营养，学

生之间也有个“学生膳管队”，针对学生

就餐纪律进行监督，只要每餐做到了文

明用餐，便可以获得一张文明就餐卡，

集齐 10 张就可以在每周五的时间换取

一个小礼物。

“家长对孩子们饭菜的质与量要求

很严格，孩子们饭菜太丰盛了，吃不完

浪费的现象也不能避免，但有了奖励机

制，孩子们用餐习惯也逐渐得到了改

善，浪费粮食的现象较之以往也明显减

少了。”项建达说。

塘下镇行政服务中心：
半自助就餐，杜绝浪费

在塘下镇行政服务中心，这里进

驻了不少单位，通常每天都有 90 人左

右选择在食堂就餐，每天 11 时 30 分至

12 时，是集中用餐的一个高峰。只见

大家井然有序地排着队让工作人员打

菜，然后自助打饭、盛汤，饭量大的多

打一些，饭量小的就少打一些，多少都

由自己掌控，餐厅里没有高声阔谈，大

家安静地吃完饭后将自己餐桌上的残

渣处理干净，再把餐具分类放在收纳

箱，然后离开，整个过程都非常有序、

文明。

该餐厅的承包人夏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承包该食堂有一年多时间了，大家

用餐都非常文明，虽然菜都是工作人员

帮忙打的，如果吃不掉，大家都会主动

提出打少一些。一顿饭下来，基本上都

是光盘。

记者了解到，塘下的各个机关、行

政单位基本上都配备食堂，文明用餐已

成为一种常态，也是塘下餐桌文化的一

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