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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回响暖人心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内核。文化之
功，犹如滴水穿石。只有基层文化活起
来，百姓精神才能富起来。今年以来，
我市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
好文体“组合拳”，满足群众对文化生
活的需求和美好期待。

“花开四季”公益课堂授课
1500场次

小朋友在剪纸老师的指导下，短短
十几分钟便完成了自己的创作。胖乎圆
润的小猪，顽皮可爱的佩奇，各类样式迥
异的作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哇，你剪的小猪好可爱啊！”“你看，
我的小猪比你胖。”这是2022年“花开四
季”课外公益学堂秋季班剪纸课的一幕。

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我市启动了民生实事“花开四季”课外公
益学堂项目，吸纳社会力量面向全市少

年儿童、外来建设者子女定期组织爱上
阅读、艺术曲艺、非遗手作等系列课程及

“阳光少年”体育活动，让少年儿童在沐
浴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减负”不“减
质”，健康快乐成长。

“花开四季”课外公益学堂设有春季
班、暑期班、秋季班三季。课程内容不仅涵
盖古典诗词鉴赏、戏曲、书法、国画、乐器、
声乐、舞蹈等传统文化艺术课程，还有手
工、剪纸、黏土、少儿科学实验、抖空竹、乒
乓球、篮球、击剑等手工及体育类活动，由
各镇街根据地域特色提出课程需求，市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统筹安排，把“看
什么、学什么”的权力交给群众，把优秀
文化的力量根植进少年儿童心中。

参加过多次活动的涛涛小朋友说：
“公益课堂能学到很多新东西，交到很多
新朋友，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了。”

据统计，2022年以来公益课堂已授
课1500场次，服务人次3万余人，得到广
大学生及家长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花开四季”课外公
益学堂不断延伸公共文化服务触角，推
动城乡统筹，保证“城里孩子”和“乡下孩
子”、本地居民子女和外来建设者子女共

同享有公共文化服务。其授课地点遍布
义乌市文化馆、市图书馆和全市 14 个
镇、街道，采用定点、定时的方式，方便区
域范围内市民的需要，为百姓送上“最后
一公里”的文化大餐。同时，积极践行“外
来人口本地化”政策，保障外来建设者在
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新增百姓健身房、足球场
15个

如今，当市民路过丹霞路国贸大道
交叉口时可以发现，桥下空间通过提升
改造成了一个小型足球场，市民正享受
着“休闲就在家门口”的新生活方式。

“我是一个深度运动爱好者，平常除
了基础健身还比较喜欢各种球类运动，
以前经常到梅湖体育中心运动，这个场
地建好后，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家住国
贸大道附近的小陈表示，“现在每周都会
和朋友约三五场足球赛。”

健康生活是衡量区域内市民幸福指
数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群众的体育健身
需求日益增长，全民健身成为共识。今
年，我市积极建设和完善公共体育健身
设施，新增百姓健身房、足球场15个，打

造市民身边的健康加油站，完善全民健身
组织网络，提升服务水平，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身需求。

“新建的社会足球场地，对足球爱好者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利，不仅方便了他们的
训练和比赛，也增添了健身和娱乐的场地。”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体育科长何强表
示，新增的足球场有力地改善了全市足球运
动硬件设施，满足了群众对足球运动的需
要，使全民健身活动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在上溪镇红桥头村百姓健身房，宽敞
的房间内配备了几台跑步机及各类锻炼设
备，并设置了练习室，附近居民可以过来练
习瑜伽、体操等健身项目。这是今年刚建成
投入使用的健身房，占地面积400多平方
米，已成为村民日常健身的好去处。

截至目前，全市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430 万平方米，人均 2.3 平方米，为群众体
育活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为全国武术之乡、足球之城、全国群
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浙江省体育现代化市、
浙江省运动休闲基地，我市正努力向体育强
市迈进，前段时间，又承办了浙江省第十七届
运动会4个项目的比赛任务，通过体育赛事活
动，宣传义乌、展示义乌、推广义乌。

文体“组合拳”点亮百姓幸福生活

▢ 全媒体记者 王婷

本报讯 11 月 26 日上午，以
“砥砺奋进四十载，标准赋能新时
代”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小企业标
准化（国际）大会在义乌召开。大
会旨在通过多方互动、信息交流、
观点分享，搭建起国内与国际、企
业与机构、企业与企业之间标准
化资源对接、共享、合作的平台。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章一文，中国计量大
学原校长、浙江省政协委员兼委
员工委副主任宋明顺，市领导罗
祖盘、王宇参加会议。

会议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全程指导，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义乌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浙江省质量协会、义乌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共同承办。会议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活动中，浙江省市场监管局
发布和解读了《浙江省质量发展
报告》和《浙江省标准化白皮
书》。《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全
面、科学、客观地反映了我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状况，从浙江
省质量发展概况、质量水平、质
量发展、质量基础、质量文化、区
域质量实践六个方面对质量发
展建设阶段性成果进行系统呈
现。《浙江省标准化白皮书》由省
级篇、地市篇、案例篇三部分构
成，包括标准化基础建设、标准
供给能力、标准应用推广等方面
内容，系统展示了2021浙江标准
化重要政策、发展基础、国际标准
化、政府标准和市场标准应用推
广等方面突出成果，展示了全省
标准化战略推进、标准供给和标
准创新取得的重要进展。

会上还举行了《全域标准化
发展与实践》主题论坛，围绕全域
标准化工作及城市标准化实践开展探讨。有关专家就双碳
目标下标准化工作、标准促进金砖国家互联互通、疫情背景
下标准化赋能中小企业出海等主题进行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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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楼翼鹏

国际家居城和花卉市场毗邻稠江街
道龙回小区，这里人流、车流较多，疫情
防控工作尤为重要。近日，社会面专班督
导组对该区域进行检查，发现国际家居
城部分出入口未落实“一扫二问三查”、
店铺内消毒登记和员工健康监测登记不
及时，以及龙回小区内部分酒店的台账
不全等问题。

督导组首先来到花卉市场，市场门
口安排专人值守，按要求进行“一扫二问
三查”和测量体温后才能进入市场。督导
组抽查了市场内多家商铺，大多数按要求

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不过仍有少数经营户
“一扫二问三查”和测温工作落实不到位。

随后，督导组由花卉市场内进入国
际家居城，在通道连接处安排了专人值
守，并设置了人脸识别系统，要求显示绿
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后才能
进入市场。在该出入口一旁有一道小门，
人员可以不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入市
场，督导组从小门进入时，值守人员并未
劝阻。督导组走访发现类似通道有好几
个，这些通道的值守人员大多在玩手机，
对人员进出情况未进行有效监管，疫情
防控存在漏洞。

督导组还走访了国际家居城内的部

分商铺。在东鹏瓷砖店，人员进入按要求
落实“一扫二问三查”，但值守人员未对
进店人员进行测温，且一旁张贴着的员
工健康监测表信息登记不全，上面登记
的时间仅到11月20日为止。在赛尚印象
瓷砖店，人员进入也没有测温，消毒记录
和员工健康监测记录登记也不及时。

此外，督导组还检查了龙回小区内
部分餐饮店。在一家沙县小吃店，“一扫
二问三查”、消毒记录和员工健康监测登
记表登记落实较好，但门口测温设备存
在故障，已无法使用。

在小区内的万悦智能酒店，督导组
检查发现该酒店“一张桌子”革命落实不

到位，开设的两扇大门，仅其中一扇门有人
员值守。对此，督导组要求酒店工作人员守
好“小门”，对两扇门进入人员按要求进行

“一扫二问三查”和测量体温。在检查酒店内
人员入住的相关台账时，督导组还发现部分
省外来义人员的核酸“三天三检”检测报告
没有打印在册，督导组现场提出整改要求。

国际家居城及周边区域疫情防控有纰漏
本报讯 据气象部门分析，寒潮于今日凌晨起影响我

市。受其影响，我市将有剧烈降温、大风和降水天气，日平均
气温的过程降温幅度可达13～15℃，12月1日～2日早晨
最低气温平原地区2～4℃，山区0℃左右；11月29日～30
日最大阵风平原地区6～8级、山区8～10级。

预计未来七天，义乌多阴雨天气。11月29日～30日，受
寒潮影响将有一次剧烈降温、降水和风力增大过程。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需注意防范 11 月 29 日～30
日寒潮带来的剧烈降温、大风和降水等天气对人体健康、疫
情防控以及农作物等的不利影响。未来七天多阴雨寡照天
气，体感湿冷，需做好保暖，谨防感冒；雨、雾天气出现较频
繁，需加强低能见度天气的交通安全管理。天气多变，请大
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起居。

寒潮今日起影响我市
注意防范大风降温及山区冰冻等
不利影响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推进作风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机关部门科
室和基层站所社会面满意度调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11月28日至12月2日，为期5天。
二 、活 动 方 式 ：本 次 调 查 采 用 市 民 热 线（0579-

96150）电话访问和短信测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对
象从市大数据中心随机抽取产生，重点调查科室（站
所）“主动服务、依法履职、工作效能、作风纪律、清廉建
设”五个方面情况，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开。如有意见建
议或作风建设方面问题，请扫描二维码填写提交，相关
情况将作为民主评议的重要依据。

三、其他说明：本次活动评议数据全程加密处理，系统
不支持评议人信息查询，请广大市民朋友据实评议。

义乌市“扛旗争先 冲锋在前”
主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1月27日

2022年度义乌市机关部门科室
和基层站所民主评议活动公告

意见建议提交通道 作风建设投诉通道

昨晚，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闭
幕式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省长王浩出席并宣布闭幕。

夏俊友、熊建平、成岳冲、蔡秀军
出席闭幕式，并分别为获得承办浙江
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特别贡献奖、体育
道德风尚奖、2018—2021年竞技体育
突出贡献奖的单位颁奖。

本届省运会是党的二十大后浙
江举办的首个综合性体育盛会，经过

激烈角逐，最终产生金牌 1088 枚、奖
牌 3027 枚。与历届省运会相比，本届
省运会在项目设置方面，积极对接奥
运、全运项目，增设了短道速滑、冰
球、花样滑冰等 3 个冬季冰上项目，
街舞、小轮车、山地自行车等 7 个奥
运项目、10个非奥项目及电动冲浪板
表演项目，为竞技体育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值得一提的是，参赛选手均为
18周岁以下青少年，各年龄段运动员

展现了较高的竞技水平和运动素
养，呈现后备人才辈出的局面，共有
1 人 1 次 1 项平省最高纪录、10 人 14
次 14 项破省最高纪录，举重、射击、
田径等 3 个项目成绩较上届取得了
较大进步。

闭幕式以“浙里追梦新征程”为
主题，呼应开幕式主题“同心共富奔
未来”，回顾了省运会从筹办到举办、
从开幕到闭幕的整个历程，展现了这

场“浙江特色、金华韵味”体育文化盛会
的难忘瞬间，并通过互动歌舞、阵列旗
舞，礼赞奉献精神，传扬奋发力量，激励
鼓舞浙江儿女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
下，高举伟大思想旗帜，忠实践行“八八
战略”，为奋力推进“两个先行”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下一届省运会将于 2026 年在衢州
举行。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
王浩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

梦想和精彩
永不谢幕

省运会闭幕式整体时长约1个小
时，共有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等10家单
位 600 余名演员参演。舞美空间设计
以写意的五环为要义，寓意“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象征心心相印，携
手奋进，既符合闭幕式功能性要求，又
体现艺术性、律动感、潮流感。

本届省运会坚持“简约、安全、精
彩”理念，突出“活力省运、崛起浙中”
主题，运动健儿发扬顽强拼搏的优良
传统，诠释“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责
任担当，东道主金华为体育健儿搭建
起奋勇争先的舞台，为全省人民奉献
了一场具有“浙江特色、金华韵味”的
体育文化盛会。

本届省运会虽已闭幕，但梦想和
精彩永不谢幕。 王志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