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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城乡社区发展基金会，基金

会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53330110MJ8875169J，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辉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塘栖镇南苑社北区块物业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塘栖一小区人民路以北区块第

一届业主委员会

二、招标项目名称：塘栖镇南苑社北区块物业

服务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地在杭州市临平

区范围内，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具有从事环卫保

洁或物业范围的。（三年内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或

被物业主管部门列入黑名单的除外，含同一法人

下的分公司）。

2、本项目拒绝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时间：2022年5月31日至2022年6月
1日。联系人：胡小姐（13805796510），报名地点：

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运溪路 113号电商大楼 507
室；报名及招标文件费：500元整。

五、投标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六、投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七、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八、开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九、投标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整（仅限汇票

形式：转账 账户名等详见招标文件）；

请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保证金送交至塘

栖一小区人民路以北区块第一届业主委员会账

户，未提交的作废标处理。

代理公司：杭州永圣工程咨询代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31日

杭州余杭健齿口腔门诊部注销清算公告
本单位股东会（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2022年5月31日

致余杭区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一封信
尊敬的用人单位、劳动者：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便群众办事，丰富

“互联网+人社”应用场景，提升人力社保数字化服务

水平，余杭区自即日起，全面上线杭州人社网签电子

劳动合同平台（“杭云签”平台）。

“杭云签”平台（https://dzht.hzrs.hangzhou.gov.
cn/）是专为广大企业免费提供网签电子劳动合同签

署服务及附随人事管理功能的平台。经“杭云签”平

台签订的电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均无需担心。

“杭云签”平台具有以下优势：

一、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电子劳动合同减少了

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约及管理存档的成本，大概率

避免了纸质合同签署过程耗时长，易浪费、易损毁、

易丢失、易被不法人士伪造篡改使用等情况，解决了

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和持续管理问题。

二、规范企业用工管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用

人单位借助“杭云签”平台的日常人事管理功能，能

够快递查阅、调用和管理人事数据，提升管理效率，

优化管理水平。

三、方便快捷，全面实现“无纸化”。在人社业务

的办理过程中，有不少个人事项需要提供纸质劳动

合同。“杭云签”平台目前已在引进人才居住证事项、

工伤认定申请等事项中实现电子合同引用功能，下

一步将继续拓展场景应用，让广大群众在办理事项

时，无需再提供纸质合同，真正实现便企利民的“无

纸化办事”。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用人单位、劳动者使用“杭云

签”平台，为我区数字化改革的进程添砖加瓦。

“杭云签”平台线上操作手册地址：https://dzht.
hzrs.hangzhou.gov.cn/docs/_book/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村宅基地依职权注销公告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注销，现予公告。如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2022年6月22日之前）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注销登记。（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余杭区瓶窑镇前程路20号南楼

504室，联系方式：89391068）
特此公告。

拟注销的不动产情况

公告单位：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2年5月31日

序号

1
2
3

权利人

李金华

王庆狗

王庆荣

座落

余杭区良渚镇小洋坝村9组李家门22号
余杭区良渚镇小洋坝村9组李家门09号
余杭区良渚镇小洋坝村9组李家门10号

权利面积（土地）
（单位：平方米）

84.9
124.4
125

土地用途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证书号

2-2013-110-08482
2-2013-110-09615
2-2012-110-0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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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柴油价格再上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30日称，根据

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2
年5月30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

价格每吨分别提高400元和390元。

这是去年年底以来我国第十

次上调汽油、柴油价格，此次调整

折合每升上调约 0.3元。本轮油价

上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车辆出行

成本，按私家车50升的油箱容量估

测，调价后加满一箱汽油将多花约

15元。与此同时，物流运输成本也

将进一步增加。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

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

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

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

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

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

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

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

法行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供应

趋紧和需求预期向好支撑国际油

价上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

测中心预计，如果“欧佩克+”继续

维持小幅度增产计划，全球原油供

应紧张局面将继续支撑国际油价

维持高位。

记者30日从海关总署获悉，近

期，全球多个国家相继报告猴痘病

例，为防止疫情叠加，海关总署对

全国海关口岸卫生检疫相关工作

作出部署，要求持续做好“多病共

防”。

根据部署，海关总署及时组织

专家开展风险评估，发布疫情警示

通报，在口岸加强入境卫生检疫工

作，包括严格落实入境人员健康申

报、体温监测、医学巡查、采样检测

等各项卫生检疫措施，加强进境携

带、寄递物检疫和啮齿动物检疫，

扎实做好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和

检测工作准备等。同时，还强化多

部门联防联控，严防疫情输入风

险。

海关总署还提示出入境人员

应提高风险认识，减少病毒暴露，

降低感染风险。如在猴痘病毒流

行地区，避免与啮齿、灵长动物发

生任何接触，避免直接接触动物的

血和肉，食用前需彻底煮熟，避免

密切接触猴痘感染者及已被污染

的物品，及时、正确洗手，到密集场

所应注意佩戴医用口罩。

海关总署表示，出入境旅客应

配合口岸卫生检疫工作，如在出入

境途中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如

实告知交通工具乘务员，并配合做

好自我防护；如有发热、头痛、肌肉

酸痛、背痛、淋巴结肿大、大范围皮

疹等症状的，要及时向海关申报，以

便尽快获得检疫排查和后续诊治。

严防猴痘
海关总署加强口岸卫生检疫

6月1日起铁路客票预售期
将调整为15天

记者 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为全面贯彻中央

稳住经济大盘部署要求，进一步适

应旅客出行需要，根据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最新情况，铁路部门决定自

2022年 6月 1日起，将铁路客票预

售期调整为15天（含当天）。

与此同时，根据客流回暖趋

势，铁路部门将精准实施“一日一

图”，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

基础上，动态灵活安排运力，适时

加开旅客列车，相关车票实时发

售。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

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

……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

蜂采蜜糖，劳动的快乐说不尽，

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一首名为《劳动最光荣》的

儿歌是几代中国孩子难以忘却

的童年记忆，也是引导他们会

劳动、爱劳动的最初记忆。日

前，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劳动

课程标准（2022年版）》。从今年

秋季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升级

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

标准发布后，部分家长表

示“举双手双脚赞成”劳动教育

升级，也有部分家长担忧存在

教具设备缺乏、教育内容陈旧、

教学风险较大以及考评走形式

等问题。新劳动课是否会走上

异化为“家长作业、家庭负担”

的老路？新华社记者就相关问

题进行了调查。

边缘化、形式化？儿童
劳动教育升级需立破并举

新课标规定，劳动课程内

容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

动、服务性劳动 3大类别，共设

置10个任务群。难度也由浅入

深，从小学低年级的扫地拖地、

洗衣服、养植物、养小动物，会

拌凉菜，热馒头、包子，煮鸡蛋、

水饺，学习使用小家电和纸工、

泥工、布艺、编织等，到初中能

独立制作3-4道菜；能对家电进

行简单的拆卸、清理、维修；实

践水产养殖、稻田养殖；熟悉一

种工艺如陶艺、纸工、布艺；体验

木工、金工、电子等；乃至体验三

维打印技术、激光切割技术、数

控加工技术等新技术。

多地家长、教师表示，劳动

课新课标内容丰富、层次清晰、

系统科学，“升级感”明显。但

要真正取得引导孩子们会劳

动、爱劳动的教育效果，前提在

于破除此前存在于劳动教育领

域的一些“痼疾”。

部分家长过度保护，越俎

代庖。“孩子上学六年，没有参

加过一次校园扫除，都是家长

代劳。”长春市民王东明说，作

为家长委员会代表，每次学校

大扫除，他都会召集家长替孩

子干活。“像更换教室搬桌椅、

运动会制作班牌、照看物品等

等，这些学生劳动内容，家长都

会代劳。”

部分教学内容与劳动实践

相脱节。长春市某小学二年级

家长郭晓路告诉记者，家长不但

要完成班级布置的各种综合实

践活动作业，还得给孩子摆拍

“交差”。“老师在课上讲纯理论，

就让孩子回家做饭，怎么切菜、

开火、用油，孩子没经验，伤着怎

么办？最后还都得家长动手。”

部分教学难度与学生阶段

不匹配。“有时候真的太卷了！”

合肥一位家长表示，之前学校

安排让低年级小学生手工制作

火箭模型。“孩子哪会做火箭模

型啊？还不得家长代劳。”记者

还了解到，由于学校布置的手工

作业实在太难，家长也无法完成

或是怕完成质量不高被其他家

长比下去而选择上淘宝买手工

成品交作业的情况也不少见。

部分家庭教育导向仍然存

在偏差。“如果不好好学习，将

来就去卖劳力。”安徽合肥一六

八玫瑰园学校东校区执行校长

许静说，体验各项劳动特别是

部分体力劳动旨在建立孩子会

劳动、爱劳动的正确价值观，但

这在部分家庭教育中却成了家

长“恐吓”孩子必须好好学习的

反面例证，严重影响孩子正确

认识劳动价值。

落实劳动课新课标
仍需打消这些顾虑

还有部分家长、教师和校

方向记者表达了对劳动课新课

标相关课程在安全性、专业性

和复杂性方面的顾虑。

难度系数会不会偏大？长

春家长张雪冬表示，不少课程

如果不在学校里经专人指导用

专业设备操作，回家后家长也

不会操作，比如维修家电、木

工、金工，不少家长都没经验。

“更别说像三维打印、激光切割、

智能数控这样的新科技了。”

危险系数会不会偏高？烹

饪课需要用火用电，需要用刀

切菜；维修家电需要用螺丝刀、

电焊；种菜养禽还可能要用到

农药等，新课标课程中涉及不

少风险较高、学校严格管控的

器械和物品。“一旦学生在上课

过程中出现操作失误导致本人

或同学受伤怎么办？”一位负责

教学的小学副校长表示“学校

责任压力非常大”。

此外，一位多年从事劳动

课教学的教师称，以烹饪课为

例，即便是在学校食堂进行教

学，学生做出的食物大多不是没

熟、就是糊了或者盐等调味料超

标，存在食品安全风险，如果都

倒掉又可能造成食物浪费。

教学压力会不会偏重？记

者发现，不少地方中小学劳动

课教师都是兼职，为数不多的

专职教师的专业也与劳动课无

关，要完成系统细致的新课标

要求压力不小。“学校就我一名

劳动课教师，负责所有年级。如

果要按新课标要求开课，那实在

是捉襟见肘。”长春一名任教于

公办学校的劳动课教师说。

优化安全、课程、考评
综合赋能劳动教育升级

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表

示，只要对安全措施、课程内

容、考评体系等方面问题前置

考量、系统优化，儿童劳动教育

升级能够顺利完成。

安全教育优先行。长春吉

大附中力旺实验小学综合实践

部主任王威表示，设计好教学

器具，如烹饪课刀具可以采用

陶瓷刀或塑料刀，编织课可以

用钩针代替毛衣针等，并制定

严格的劳动课安全操作和教学

流程，做好防范和紧急处置预

案。“特别是上课前要将安全知

识、注意事项等向学生讲解清

楚，教师全程跟进看护。”

校园劳动天地宽。沈阳市

沈河区方凌小学在教学楼周边

的角角落落开辟出百草园、百

花园、百谷园等，教低年级栽种

蔬菜、五谷，教中高年级种植花

卉、中草药。安徽省凤台县古

店中学在学校开辟了一块劳动

实践基地“百丰园”，以班级为

单位，分成不同的劳动实践活

动区，每个班级都能有计划、有

组织地进行劳动实践活动。

课程设计更科学。沈阳市

沈河区二经街第二小学安排学

生从三年级起每学期学会八大

菜系中的一道菜。“通过由浅入

深，逐渐设计烹饪课程的难度，

很多学生到高年级都可以掌握

几道拿手菜。”校长张岩说。许

静说，安徽合肥一六八玫瑰园

学校东校区成立了劳动教育工

作坊，还设置了“坊主”，学校根

据不同年级学生需求设置不同

类型的劳动课，比如低年级学

习整理书包，高年级学习叠雨

衣，并将劳动教育与美术、生物

等学科教育结合起来。

考评要求更务实。沈阳市

沈河区劳动教育教研员张丽华

表示，对劳动教育，应该是把日

常积累与期末的表现性评价综

合起来，进行差异性评价。许

静建议，对劳动教育评价标准，

有关部门应进行专门培训指

导，这有利于基层学校执行。

挖掘师资更充分。“儿童劳

动教育升级，教师是核心引

擎。”方凌小学校长王娟说，该

校任用学园艺专业的教师为专

职劳动教师，并安排辽宁中医

药大学讲师每周一次到校就相

关专题授课。“校内老师有特

长，校外有专业人士指导，形成

持续为儿童劳动教育升级赋能

的能量场。”

王威建议，家长应从小培

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引导孩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协助家长

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这

样劳动教育才能实现家校衔

接、事半功倍。

让孩子真正会劳动、爱劳动，
儿童劳动教育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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