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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孩童时代，我们总会
有些藏在心底的小心愿没能实现，
至今想起来还颇为遗憾。今年 8月，
团 市 委 启 动 “ 爱 心 圆 梦 ‘ 微 心
愿’”活动，经过前期的走访和核
实，最终确定帮100个孩子实现“微
心愿”。

“这个送给你，你的心愿我们帮
你完成了……”连日来，团市委工
作人员带着书桌、课外书、简易衣
柜等爱心物资，来到海山学校、芦
浦中学、龙溪小学等学校，为100个
成绩优异、家庭困难的孩子送上了

“微心愿”礼物。
叶巧巧今年读四年级，父母长

期在外捕鱼，只有淡季才能回家，
所以她都和奶奶或外婆一起生活。
想要书桌这个心愿，她和家人提过
几次，但家人觉得是张桌子就能写
字，何必浪费钱特意买张新书桌，
所以一直忽视了她的心愿。

“平时写作业要么放在床上写，
要么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写，
所以我很想要个既能放书又能写字

的书桌。”叶巧巧说道。
收到书桌后的叶巧巧非常开

心，她笑着说：“谢谢叔叔阿姨完成
了我的心愿，以后再也不用蹲着写
作业了。”

就读芦浦中学初三的苏灵洁，
她的“微心愿”是想要一个简易衣
柜，因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一家
四口挤在小房间里，床上还堆着大
量无处安置的衣物，很容易受潮。

当天，工作人员特意上门安装
衣柜，帮助苏灵洁完成了小心愿。

“我一定好好学习，以后学业有成后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苏灵洁诚
挚地说道。

一个芭比娃娃、一副羽毛球
拍、一辆自行车……孩子们的“微
心愿”简单又充满童趣。而这两
天，100个孩子的微心愿将会陆续兑
现。

“心愿虽小，却承载着孩子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团市委副书
记施意表示，“爱心圆梦‘微心
愿’”活动给予孩子不仅是一份礼

物，更是一颗爱的种子，此次活动
旨在营造心手相连、守望互助的氛

围，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
温暖。 （张莺莺 吴嫣然 文/摄）

你的心愿我们帮你完成
团市委为我市100个孩子兑现“微心愿”

本报讯 中秋节临近，日前，
记者走访我市部分月饼生产企业后
发现，月饼生产已进入高峰期，多
款新型口味陆续上市，不少市民都
已在购买、定制月饼。

连日来，浙江冠喜食品有限公
司内持续飘出月饼的香味，记者走
进车间，只见流水线上整齐摆放着
各种口味、大小不一的月饼，工人
们正手脚麻利地进行制料、烘烤、
包装等工序。

“今年我们接到订单比往年早，
两个月前就陆续有杭州、上海、嘉

兴等地的客户下单，目前订单数量
还在持续攀升，我们也加班加点地
赶制月饼，确保如期出货。”浙江冠
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平梅说。

据了解，为积极应对月饼生产
旺季，“冠喜”公司增加工人数量，
多道流水线同时作业，每晚都在加
班加点赶制月饼，一天的产量最多
能达十几万个，生产的月饼销往全
国各地。除了制作传统月饼，今年

“冠喜”也推出卡布奇诺、波波奶茶
等口味的新品种月饼，以迎合当代
年轻人的喜好。

“目前看来，我们推出的新品种
月饼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类似于雪
媚娘奶黄流心、豆乳味的月饼都成
了爆款，销量也比传统月饼要多。”
蒋平梅表示。

“要 5盒月饼是吗？请问地址是
哪里？”在台州鸿利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江新国的手机不时接到
来自各地的订单电话，他一边登记
一边让工人将客户订购的月饼打包
装箱。

江新国告诉记者，每年农历七
月半后，工厂便开始生产月饼，今

年的销量与往年基本持平，每天都
能制作、销售5万多个月饼。

苏先生是“鸿利”公司的老客
户，他告诉记者：“十多年了，我只
认准这家，刚出炉的月饼特别香，
味道又不错。”

不仅如此，为迎合消费者口
味，“鸿利”公司也积极推出各类月
饼新品种，“我们也陆续推出一些网
红月饼，比如低糖类、椒盐口味
的，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江新国
表示。

（吕琼雅）

中秋将至月饼生产销售迎高峰期
新口味受市场追捧

本报讯 近日，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我市制作
月饼糕点的企业、小作坊
和经营店进行检查，守护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
对浙江冠喜食品有限公司
的原料间、烘焙间、内包
装间、外包装间等逐一进
行检查，并重点检查了该
公司的资质材料、食品原
料储存、采购台账登记、
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外包
装标签标识、加工场地环
境等方面展开检查，未发
现异常。

“为了让市民吃上新
鲜健康的月饼，我们从食
品的原材料上着重把控，
产品的‘三证’、索证索
票、以及台账的记录验收
都有严格的把控，包括车
间环境、员工着装、服饰

要求，以及下班后车间的
环境，紫外线灭菌以及消
杀等，各个生产环节都严
格把控产品的质量。”该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生产的每个月饼都赋予
了‘浙食链’二维码，消
费者可实时追溯、事事倒
查。

随后，执法人员分别
来到位于大麦屿街道的易
尚购物、麦香村蛋糕店以
及位于玉城街道的红烛光
县前店、臻典步行街店等
进行检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发
现某些销售门店存在进货
台账不完善，索票索证不
齐全现象，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立即
要求整改，不能当场整改
的限期整改，并在后期跟
踪督导检查。（林俐）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严把产销质量关
确保月饼放心吃

近日，在海山乡茅埏岛东升塘的海水池塘边，当地养殖户潘土林 （图右） 手里捧着硕大的
对虾脸上乐开了花。

据潘土林介绍，他的养殖池塘面积80亩，采取虾蟹混养模式，因今年夏季多阴雨天，南美
白对虾养殖普遍歉收，但由于管理得当，他还是实现了亩产对虾 200公斤，这对于混养池塘而
言，产量已经很不错了，加上青蟹的收益，80亩池塘总产值可达300多万元。 倪建军摄

又到对虾收获时

本报讯 随着沿海风
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上
午，在我市各渔港避风的
渔民们纷纷抓住这一有利
时机，积极行动起来，为
出海捕鱼做好准备工作。

在 大 麦 屿 港 渔 获 码
头，渔民们提着大包小包
的生产生活物资，准备搭
乘驳船前往停泊在港内避
风的渔船上。

“出海之前，蔬菜、
食用油、水、米这些全部
都要准备好，等接到出海
通知，我们就直接可以起
锚出发。”渔民李芳一边搬
东西一边说。

码头上，前几天来大
麦屿港避风的几艘福建晋
江籍渔船，正在将数量众
多的海鲜通过输送设备搬
运到岸上。

“ 因 为 台 风 卸 不 了
货，所以我们等到风小了

才靠码头卸货。” 闽晋渔
05366渔民詹瑞雄说。

据福建渔民介绍，这
批晋江渔船总数有 20 来
艘，计划通过轮流靠驳码
头的方式，抓紧完成卸
货，之后就可以准备轻装
返航。

据了解，我市共有479
艘各类渔船。此前，为防
御台风“灿都”，这批本地
渔船连同部分外地渔船，
分别在大麦屿港以及乐清
湾内侧的乌岩、坞根等安
全锚地避风。

截至昨天下午 14 时，
我市沿海风力已从 8 级减
至 6 级，因此，避风渔船
中有一部分已转场到坎门
渔港等地，以便于做好补
给。渔民们表示，他们将
遵守规定，待台风警报完
全解除后才会出海生产。

（龚松 蔡亚婷）

我市沿海风力减弱
渔民抓紧补给备出海

本报讯 近日，一名
粗心司机未关好车门，导
致行驶中剐蹭其它车辆，
竟浑然不知。

当天上午，何女士来
到楚门交警中队报案称，
自己停在楚门沙河桥小桥
头路边的爱车左后视镜莫
名其妙被撞歪了，希望民
警帮忙调取监控一探究竟。

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
现，事发时，一辆黑色轿
车行至该路段，有乘客从
该车右后方下车，但未关
车门。驾驶员浑然不知车
门未关，继续驾车前行。

车门剐蹭到了何女士车子
的后视镜，剐蹭后反弹力
将开着的车门撞回关闭。
驾驶员未发现异常，驾车
离开了现场。

随后，民警立即联系
到肇事男子陆某，面对民
警的询问，起初陆某一脸
茫然，直到看到监控录像
才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
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交警判定驾驶人陆某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
车损全部由其承担。

（何伟峰 张雨瑶）

粗心司机未关门
路边车辆遭了殃

本报讯 近日，笔者
从市城建集团获悉，作为
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要子工程的鸡山岛、
洋屿岛砂砾质岸线整治提
升工程近日相继发布招标
公告，为下阶段项目实
施，提升我市岸线稳定性
和自然灾害防护能力，筑
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打下
坚实基础。

据了解，玉环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包含玉
环东部砂砾质岸线修复、
玉环海堤生态化修复、乐
清湾红树林生态修复等三
个子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5.1亿元，今年正式列入中
央财政支持项目，并获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3亿元。

根据工程计划，鸡山
岛砂砾质岸线整治提升工
程，将修复岸线总长 1126

米，修复面积 1.9 万平方
米。洋屿岛砂砾质岸线整
治提升工程，整治砂砾质
岸线长度266米，建设生态
护岸长度157米，修筑上下
栈道长约 30米，修复清理
面积 2.2万平方米。岸线整
治提升内容主要包括对沙
滩修复进行滩面清理、游
步道建设或现有挡墙加
固，以及干滩补沙措施，
对卵石滩修复进行滩面清
理、砾石清运及卵石铺设。

下阶段，市城建集团
将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
下，力争用一年多的时
间，扎实推进各项修复工
程，恢复近岸滩涂湿地资
源和海岛生态系统，努力
打造我市“水清滩净、鱼
鸥翔集、人海和谐”的

“美丽海湾”。
（陈伟钦 苏江利）

两海岛岸线整治提升工程启动招标

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