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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霞

本报讯 即使只是暗示、诱导
学生参加以学科教学为内容的课外
辅导；即使只是为社会培训机构或
其他教师、家长等推荐、介绍补课
生源……都一律视为有偿补课行
为。日前，县教育局发布的《关于
禁止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和学
校违规办班补课的规定》有效规范
了学校办学和在职教师廉洁从教行
为，对有偿补课或其“擦边球”都
坚决说“不”。

前期，个别在职教师不顾三令
五申私自开展有偿补课活动，相继
受到了县教育局的严肃查处。相比
以前的禁令，新《规定》细化了补
课行为的实际界定与处理办法，增
强了针对性、可操性。

在职教师的有偿补课如何界
定呢？新规对此作了具体说明。
有偿补课是指中小学在职教师以
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组织、参
与以中小学生为对象，以学科教
学为内容的课外辅导、补习现象。
此外,在职教师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一律视为有偿补课行为：在
本人住房或租借房屋、车棚等地
方对中小学生进行以学科教学为
内容的课外辅导、补习活动的；
个人直接或间接组织中小学生进
行以学科教学为内容的课外辅导、
补习活动的；几个在职教师一起
在校外进行以学科教学为内容的
课外辅导、补习活动的；在社会
培训机构或其他形式的补习班、
托管班兼职或参与家长或者家长
委员会组织的面向中小学生以学

科教学为内容的课外辅导、补习
活动的；在职教师为社会培训机
构或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
会等，组织、推荐、介绍补课生
源或提供其他便利的；通过暗
示、动员、诱导、强制等方式要
求学生参加以学科教学为内容的
课外辅导、补习活动的；为学生
提供家庭寄宿并进行以学科教学
为内容的课外辅导、补习活动
的；与学生建立帮教关系，给学
生补习、辅导、订正作业等并收
取费用的；教师私自利用学生午
休、下午放学后或者节假日时
间，在校组织学生进行集体辅导
并从中获利的。

根据该规定的处理办法，凡
经查实从事有偿补课的在职教师，
按照查实次数给予不同处理。查

实一次的，除清退违规所得、通
报批评、当年年度考核定为不合
格、5 年内不得参加评先评优晋
升职称、扣除奖金外，还得调配
到农村缺编学校，3 年内不得申
请调动。累计查实两次及以上的
则调配到农村缺编学校，6 年内
不得申请调动；同时按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
或者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

此外，对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行
为，监管不力、问题频发的学校，
实行“一案双查”，严肃追究校长
的责任。目前，县教育局已设立
了有偿补课举报电话，电话号码
为 0574—65719719；同时将开展
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对明知故
犯，顶风违规的坚决查处，绝不
姑息迁就。

真查 真管 真处理

对有偿补课坚决说“不”
连“擦边球”都不能打了

记者 郑勤 通讯员 张凤军

本报讯 从县卫生健康局、县
医疗保障局获悉，我县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健康体检已于近期正式
启动。

在 12月 31日前，符合条件的
参保人员可通过电话、现场、定点体
检医院工作站点等方式进行预约登
记，登记确认后可在约定时间到体

检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在 2020
年 12月办理企业退休的受检人员
则可延期至 2021年 1月 31日。

据了解，此次参检对象主要包
括 2020年 12 月 （含） 之前办理
退休手续且享受企业退休医保待遇
的人员、支援外地建设企业退休回
甬定居的人员，以及 2020年在我
县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 60周
岁以上老年人、中小学生和 6周岁

以下婴幼儿。
体检工作主要由具备条件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
其他医疗机构承办。其中，企业退
休受检人员体检项目共 10项，体
检费用标准为 210元 /人；城乡居
民受检人员体检项目按照成年居民
体检套餐和儿童体检套餐进行体
检，费用标准分为 100 元 / 人和
42元 / 人，中小学生体检由学校

统一组织。
需要注意的是，受检人员应

持本人社会保障卡 （回甬定居人
员凭身份证） 按约定时间到登记
确认的体检定点医疗机构刷卡体
检。体检结束后，由体检医院在
约定时间内将体检本、体检结论
及日常生活和就医建议一并反馈
受检人员。未尽事宜，可拨打电话
65767706咨询。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健康体检启动

日前袁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尧农业银行象山支行人力资源部经
理章亚君袁宁波市劳模尧象山柑橘博
览园负责人韩东道袁 宁波市劳模尧宏

润集团项目负责人顾乾岗袁浙江工匠
赖建防等走进宁波建工学校袁与校方
就野劳模进校园冶活动开展交流遥

当天袁县劳模尧石浦渔港古城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频还为该
校旅游专业的同学们作了一场 叶做
一个能取悦自己的人要要要谈谈我的

偏执与骄傲曳 的讲座袁 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诠释了爱岗敬业 尧 精益求
精尧敢于创新尧乐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遥
（记者 郑丽敏 通讯员 张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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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应丹红

本报讯“尊敬的袁园长，您
好！是您的大爱之心收下我孙子
在贵园上学……在此我们全家人
向您及老师们、保育员阿姨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近日，大目湾
幼儿园收到了来自“折翼天使”
小恩泽（化名）家人的感谢信。

小恩泽家住东陈乡岳头村，
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父母又都
是聋哑人，从小由奶奶一个人拉
扯长大。由于无法正常行走，小
恩泽只能在轮椅上活动，这几年
手指也渐渐萎缩，几乎不能拿捏
物品。

“幼儿园里是不是很好玩？
我想去交朋友……”随着到了入
园的年龄，小恩泽多次向奶奶表
达自己的心愿。小恩泽的家人找
过好多幼儿园，但得到的答案都
是“拒绝”。最后，是大目湾幼
儿园接收了小恩泽，圆了他增长
见识、结交朋友的愿望。

小恩泽上厕所是件困难的

事，因为没有肌肉支撑，需要一
位抱身体、另一位抱住腿予以帮
助。看到老师的辛苦付出，恩泽
都会主动询问：“老师，我是不
是很重？”老师时常笑着回答：
“不辛苦，还要谢谢你，给我们
锻炼身体的机会。”

感谢信中写到，在幼儿园
里，小恩泽能时刻感受到每个教
职工的爱———保安师傅定时定点
在门口迎接，抱他上下楼梯，风
雨无阻；班内两位老师在保护小
恩泽身体安全的同时，还费尽心
思呵护他敏感脆弱的内心……

记者了解到，大目湾幼儿园
不仅给孩子减免了学费，而且每
逢节假日都会组织党团员开展爱
心走访慰问，送去节日礼物与慰
问金。

班主任楼老师说，小恩泽无
时无刻用细节表达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班里的每一个孩子也都会
用微笑回应，希望自己小小的举
动能温暖恩泽，给他一个快乐的
童年。

大目湾幼儿园：
为“折翼天使”圆梦

记 者 胡星艺
通讯员 方丹茜 徐敏智

本报讯 两男子因违规骑电
动车，被交警拦下。此时，电动车
上清脆的鸟叫声引起交警注意。
细查之下，一起非法猎鸟案浮出
水面。
“头盔未戴、违法载人、车辆

没有牌照，请接受处理……”近
日，鹤浦交警中队在鹤浦小学附
近设卡检查时，将违规骑车的叶
某、申某拦下。

正当民警对两人进行处理
时，车上传出了阵阵鸟叫声。“我
们发现电动车上放着两个盖有黑
布的鸟笼，笼内有 3只画眉鸟和 2
只麻雀。”面对民警询问鸟的来
源，叶某、申某顿时慌张起来。
“一个说鸟是从宁波买来的，

另一个说鸟是自己养了好多年
的。”由于两人说法不一，有非法

狩猎的嫌疑，遂被传唤到鹤浦派
出所。

经询问，申某、叶某是贵州来
象打工者，鸟笼里的鸟是在当地
黄金坦水库旁边的山上抓来的。
两人对鸟类习性比较熟悉。尤其
是叶某，他在鹤浦打工十多年，非
常清楚当地哪里可以抓画眉鸟。
“在贵州，驯养后的画眉鸟可

用来斗鸟，一只可以卖 2000元。”
利欲熏心下，申某、叶某将贼手伸
向了画眉鸟，打算驯养 2年，再带
回老家卖掉。

随着调查深入，民警发现他
们很可能不是首次作案。最终，叶
某、申某如实交待暂住处还有 10
只非法狩猎而得的鸟。经过鉴定，
证实其中 8只为野生画眉鸟，2只
为麻雀。

目前，警方已将查获的画眉
鸟、麻雀全部放生，等待叶某和申
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两男子违规骑车被查
牵出一起非法猎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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