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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安全卫生消费环境

本报讯 5 月 10 日下午，我市召
开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集体约谈会暨
“一打三整治”工作部署会，全市
200 多家大中型餐饮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议围绕网络订餐食品安全、
阳光厨房落实情况、食安“红黑
榜”等六方面重点内容展开，再次
重点强调了餐饮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规范。同时，分析了当前我市面临
的工作形势，对做好“一打三整
治”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会上，与会的大中型餐饮单位
负责人现场签订了承诺书。承诺将
自觉遵守不卖未达到当年最小可捕
规格的保护品种幼鱼；5 月 8 日至 8
月 1 日期间，不卖带鱼、大黄鱼、小
黄鱼、银鲳等 8 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
体水产品；按规定建立进货查验制
度等条例，携手共建美丽东海、幸
福家园。
餐饮经营者王荣坦言：“以前只
知道禁渔期不能卖海鲜，具体哪些
不能卖却不了解，这次签了承诺
书，不仅更加清楚海产品的采购范
围，也多了份社会责任，我自愿遵
守相关规定，规范经营。
”

当天，与会人员还参加了高风
险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要点培
训，集体“充电”。
培训中，市市场监管局餐饮科
工作人员结合今年 4 月新上线的 《玉
环市高风险餐饮单位管理规范要点
图卡》，详细讲解了“三防”管理
（原料管理、工用具管理、人员管
理） 等内容，并采用大量的事实和
数据，讲明餐饮服务业食品安全的
重要性，以及餐饮环节操作的规范
性和事故处置的可行性。
在餐饮界“摸爬滚打”了 10 多
年的王玮告诉记者，此次约谈会和
培训会，大大增强了他履行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的意识，之后他会按照
图卡上的要求，在食品安全上下大
功夫，对不足之处进行整改，让百

姓买得放心、吃得放心。
“之前我们编印了 《玉环市中
小餐饮操作规范要点图卡》，得到
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这次再推出
《玉环市高风险餐饮单位管理规范
要点图卡》，让‘舌尖安全’有了
更全面的‘规范文本’。”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科副科长谢
妍表示，希望广大餐饮服务单位切
实担负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发挥
行业自律，共同保障市民饮食安
全。
下阶段，我市将及时组织“回
头看”行动，对照餐饮单位的承诺
逐项验收，对未按要求和承诺时限
整改的单位采取必要的手段，确保
整改到位，消除安全隐患。
（张莺莺 刘斌辉）

我市开展农用车专项整治

严查违法行为 守护道路安全
本报讯 为多拉些货物，少跑
些次数，一些农用车铤而走险，私
自改装超载货物，存在安全隐患。5
月 13 日上午，我市农业农村和水利
局联合市交警大队，在我市部分车
流量较大路口设卡，开展农用车整
治行动，严查超载等违法行为，依
法处理涉事车辆和人员。
“后面加高的车斗，违反了 《安
全法》 第 16 条规定。”当天上午 9 时

许，执法人员在楚门镇红照路与朗通
路交叉口刚设下关卡，一辆迎面开来
的农用车就被拦了下来。经检查，该
车辆私自加高了车斗后方。驾驶员陈
先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只
是为了多赚点钱。执法人员现场对其
处以 100 元罚款，并要求将车辆后部
钢架结构拆除，消除违法行为。
几分钟后，同一地点，执法人
员拦下了一辆两侧挂着钢筋的农用

车。执法人员发现该车辆不但超载
超长超宽的货物，还为了运输方
便，在车辆两边加装了钢架结构，
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现
场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农机管理
总站办事员骆阳表示，农用车非法
改装、超载货物、违法载人等行为
易造成交通事故，希望广大驾驶员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私自改装农

用车辆，不超载、不超速，安全出
行。有关部门也将形成联动，加大
巡查执法力度，严惩违法行为，为
平安玉环建设贡献力量。
据了解，当天上午，玉城街
道、沙门镇也同步设卡进行了检
查。此次行动共检查农用车 37 辆，
发现非法改装车辆 4 辆，已扣证，责
令立即整改；超载车辆 4 辆，已暂扣
车辆。
（胡琼晓 金榆也）

亲子烘焙乐融融

本报讯 近日，借着“中国
品牌日”的东风，市市场监管局
以“浙江制造”企业为对象，开
展“品字标”品牌消费体验系列
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两代表一
委员”、消费者代表等 20 人，走
进不同类型的“浙江制造”认证
企业，近距离感受“品字标”企
业及产品的魅力。
在浙江永德信科技有限公
司，企业管理人员详细介绍了
“永德信”从水暖阀门转型升级
成为被动式节能建筑运营商的历
程。据了解，被动式节能建筑引
进德国技术，不需要空调和暖
气，通过地热泵获得采暖、制
热、通风，利用空气冷热交换获
得能源，这样的建筑基本无需主
动提供能量，一年四季都能保持
25 摄氏度左右的室内恒温。体
验团纷纷惊叹于企业的创造性和
前瞻性。
“丽水山耕”品牌认证被称
为农业版的“浙江制造”品牌认
证，在“丽水山耕”认证企业
——浙江龙额火山茶业有限公
司，体验团实地走访了火山茶培
育基地，了解茶叶独特的生态种
植环境、种植技术和加工工艺，
零农残的自然农法让公司从小农
作坊走出玉环，成为荣获全国名
优茶评比特等奖等十几项国家级
荣誉的名茶。
据市市场监管局质量科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玉环加快推进首批“浙江制造”集中
培育试点工作，着力提升品牌培育水平。截至目前，主导
制定并发布“浙江制造”标准 17 项，13 家企业获 16 张认
证证书，第一季度新增“浙江制造”认证企业 2 家，居全
台州市第一，并获“浙江制造”品牌培育工作优秀单位称
号。
（戴星）

新闻链接：

“品字标”是“浙江制造”品牌的 LOGO，是浙江制造
业先进性的区域品牌形象标识。有资格在自家产品上贴
“品字标”的企业，可以称得上是浙江制造业的“标杆”和
“领导者”
，代表了所在行业的最高质量水平。

42 名工程车驾驶员
上路执勤劝导安全出行
本报讯 5 月 13 日 开
始，楚门交警中队组织辖
区 42 名工程车驾驶员，分
批开展上路劝导活动。
5 月 13 日 下 午 ， 玉 环
康平运输有限公司的工程
车驾驶员陈师傅和朱师傅
佩戴好装备，在交警的带
领下来到新漩线楚门红照
路灯控路口，上岗“执
勤”。虽然当天下着大雨，
但陈师傅依然耐心地劝导
行人、非机动车文明出
行，遵守交通规则，尤其
是工程车、挂车经过时，
他们认真观察，现场体验

5 月 12 日上午，芦浦镇妇联
联合大沙国学馆，在芦浦文化综
合体举行了一场有趣的亲子烘焙
活动。家长和孩子们在烘焙师的
指导下，一起制作纸杯蛋糕。在
当天的活动中，亲子们一起朗诵
了国学经典，孩子们还将亲手制
作的贺卡送给父母。
吴晓红/摄

市市场监管局举办体验活动

我市集中约谈200多家餐饮单位

消费者亲临玉环﹃品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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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话担当

城市公交免费体验日 超 1.2 万人次绿色出行

本报讯 5 月 13 日是玉环撤县设
市的重大日子，为纪念这一天，“玉
汽”集团将它定为玉环城市公交免
费体验日，今年已是第 3 个年头。当
天，我市共有 12315 人次免费乘坐公
交车，支持绿色出行。

体验日当天，吴女士像往常一
样打算乘坐 102 路公交车前往城关中
心菜市场。一上公交车就被司机告
知：“今天公交免费！”这令吴女士
惊喜不已。
今 年 ， 玉 城 城 区 的 101、 102、

103、105、106、108 路 6 条公交线路
56 辆公交车加入免费体验行列。
“玉汽”集团党总支书记、总经
理徐小云表示，“除了纪念撤县设市
这一重要日子，我们也希望通过这
样的活动，倡导市民节能减排绿色

出行，缓解城区交通压力，为我市
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贡献力量。
”
当天，玉汽集团的 40 多名志愿
者深入城区多个交通节点，开展文
明交通劝导和扶老携幼等活动。
（林俐 王凌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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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危险性。
半天体验下来，陈师
傅深有感触地说：“即便工
程车安装了盲区后视镜，
但在转弯时还是存在一定
的危险性，以后自己驾驶
车辆时会更注意，一定提
前减速，确保安全。
”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
在工程运输行业大力倡导
“不‘两闯’（闯禁、闯红
灯）、 不 ‘ 两 超 ’（超 速 、
超 载）、 两 文 明 （文 明 行
车、文明礼让） ”等文明
交通理念。
（徐红漫）

坎门举办主题演讲赛

本报讯 5 月 13 日晚，
坎门街道举行“不忘初心，
青年担当”主题演讲比赛，
共有9支队伍参赛。
比赛中，选手们结合
个人工作实际，用真挚的
情感、生动的语言、感人
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表达
了自己对“不忘初心，青
年担当”的理解和感悟，
表达了共建美丽坎门的决
心和信心。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
坎门一中团委的王倩倩获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得一等奖。
不少选手表示，希望
能通过此次演讲，感染更
多的青年，带动大家不忘
初心，迈开大步、甩开双
臂，担当作为，在人生的
蓝图上描绘出绚烂的一
笔。
活动最后，《我和我的
祖国》“快闪”点燃了现场
所有人的热情，激起浓浓
的青春志、爱国情。
（潘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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