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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
江
气
象

8月1日-3日，椒江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纪律督导组重点督查足浴店、
理发店等重点场所，发现部分场所存在未严格查验“二码”、工作人员核
酸超时等问题，予以停业整顿，现将具体问题公告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报记者 丁 玲

炎炎夏日，冰凉粉、海盐冰淇淋、冰镇柠檬绿茶、西
瓜汁等各类冷饮食品开始大量上市，冷饮消费进入高峰
期。

夜幕降温，在老城区一家冷饮店内，柜台前排起长
队，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我们现在一天能够销售
上百单，是其它季节的好几倍。”店内工作人员介绍，夏
季高温天气的到来让店内生意很是火爆，尤其是解渴的
洋菜糕、什锦水果罐头，消费者非常喜欢。

时下受到年轻人喜爱的后备箱集市也大都以售卖
冷饮为主。夜晚7点，在和合公园一处，多辆车上挂起了
亮闪闪的LED灯，车旁摆上手绘创意菜单荧光板，形成

“后备箱集市”，吸引了许多市民。
“夏天当然要‘吃冰’呀！冰粉简直是解暑‘必备

品’，一杯冰粉下肚，超级舒服，颜值和口感都非常不
错。”正购买了一杯黑冰粉的徐女士说。

“最近天气热，很多人吃完晚饭出来乘凉，走热了就
想喝一杯冷饮解解暑。”“夏夜晚风与冰粉”摊铺负责人
熹微说，她以售卖冰凉粉为主，顾客可以根据喜好自己
添加红豆、椰果、椰奶、山楂干等，一杯凉粉定价在8至10
元，周末的时候客流量较多。

“核桃甘露，夏日必学饮品！”“今日分享西瓜养乐多
教程！”“沉浸式做冷饮，你们学会了吗？”……在某社交
平台，各式各样的自制饮品视频受到追捧。记者走访市
场也发现，现有不少消费者喜欢自己在家动手制作冷
饮。

在解放南路一家大型商超内，货架上摆放了许多用
于制作冷饮的原料、冰盒模具等。据导购员介绍，不少
消费者青睐自己购买原材料制作冷饮，棒冰模具售卖较好。“我是在小红
书app上看到很多冷饮制作配方，就想自己试一下。”正在挑选棒冰模具
的陶女士说，自己制作冷饮，原料可以调整，更能满足自己的口味。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冷饮虽是消暑利器，但在解暑的同时也要注意
适度。医生建议，夏季食用冷饮食品要讲究时间，空腹或刚吃完饭不宜
吃冷饮；夏天气温高，人体出汗量大，运动流汗过后不宜立刻使用冷饮；
吃冷饮食品时不能吃太快、太多，最好在嘴里含一含再下咽，减少对胃肠
的刺激，以免伤了脾胃。另外，市场上大部分冷冻饮品以高糖、高脂为
主，热量较高，老人、儿童、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免疫力低下人群尤其注
意要适度食用。

这
个
夏
天
，你
﹃
吃
冰
﹄
了
吗
？

本报讯 （记者 王丹凤 通讯
员 翟雅璐）“我买了哈啰单车的
月卡，以前出门都需要在一堆共享
单车里翻找小蓝车，现在好了，我
们小蓝车终于有组织啦，蓝色区域
全是小蓝车。”近日，家住椒江区景
隆公馆的王女士早上出门时惊喜
发现，小区周边停放的共享单车有
组织性地“分家”了，所有的哈啰小
蓝车被集中在蓝色区域，同样被组
织的还有小青桔和美团小黄车。

日前，葭沚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在全市率先创新开展“三定三
便”五色区共享单车试点管理。第
一批试点主要放在“筑梦青春”和
合街区内，辐射景隆公馆小区周边
及台州开放大学（电大）周边。

何为“三定三便”五色区？据
悉，目前我区共享单车企业主要有
大哈、青桔、美团、哈啰，五色区即
根据各单车颜色，划分不同颜色停
车区域，加上市民私人电动车区
域，共五区五色；而“三定”则指的
是定点、定时、定人，即各共享单车
企业制定明确“三定”方案，在商
场、学校、商圈、住宅区等单车“重
灾区”定点值守，定时巡查、清运，

定人引导、序化、调度；“三便”即划
分五色区后便于市民辨色还车，便
于车企批量序化、清运，便于主管
部门定向监管。

“我们在试点点位区域安排了
专人定点驻守。一位负责引导用
户在大哈的点位区域还车，并将
附近乱停放的车辆整理好，点位
容量不够时，通知调度运维及时
清运；另一位负责点位附近网格
的调度工作，车辆过多时进行车
辆清运，车辆不足时及时补充。”
大哈单车负责人陈旭介绍说，“以
前各个企业不同颜色的车子都是
混放的，我们调度的时候也很分
散，现在这种新模式对于我们单

车企业管理清运自家车辆也方便
很多。”

“接下来，我们还打算以‘和合
街区’为试点，对单车企业进行考
核，以此来决定各家在辖区车辆的
投放量。”葭沚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专职副队长周超群说，“我们不
会减少各家在辖区的投放总量，但
是考核决定各家在重点地区的投
放量，比如今年新开业的宝龙城周
边。这样可以激励和倒逼共享单
车企业不断优化完善管理体制。”

目前，两条示范街共享单车停放
秩序大为改善，试行方案初见成效。

“三定三便”五色区单车管理3.0模式
成熟后，可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推广。

共享单车按颜色“分家”啦

8月2日下午，台州市青少年发展中心联合团区委、台州意得广场有
限公司来到椒江区文昌小学开展快乐盛夏，幸福加餐——关爱双减暑托
班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为这里的167名暑托班学生送去爱心餐，让孩子
们在品尝美味中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本报记者 杨成龙 通讯员 金若愚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成龙 通讯
员 张彬） 为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
监管职责，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昨天，洪家街道食药安办组织食品
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对辖区内的
餐饮单位和药品单位开展监督检
查活动。

社会监督员一行人先后来到

位于兆桥和城市港湾的各餐饮店、
椒南中心菜场、台州联商超市和兆
桥药店。对餐饮经营单位重点检查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
康证等证件和食品安全设施、环境
卫生等情况，详细了解餐饮店在食
品安全工作上的措施，对食品采购
情况和货物存储等情况进行察看，

并对卫生状况和食品安全存有隐患
的商户，立即进行一些建设性的指
导。

要求各零售药店要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认真做好经营场所
消杀、通风并记录；工作人员上班
必须穿工作服、戴口罩，每日检测
体温并记录，严格按要求定期进行

核酸检测。在进门入口处设置检
查台、配备测温设备，对所有进店
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实行全程戴口
罩。

下一步，洪家街道将定期邀
请社会监督员对辖区食品药品单
位进行督查，按照制度要求，全面
提高辖区食品药品安全水平。

社会监督员开展食品安全监督工作

防疫不力，
椒江这12家场所被关停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提升督察效能，
切实解决群众周边环境问题。根据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要
求，现将开通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信访举报事项公告如下：

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受理举报电话：0571-28193535；
受理举报时间：
2022年8月1日-8月19日的工作日8:30-12:00，14:30-18:00。

关于开通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信访举报的公告

8月5日（周五）：多云，日气温27℃～36℃，市区水泥路面最
高温度46℃～48℃，沿海海面偏南风6级阵风7～8级；

8月6日（周六）：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日气
温27℃～38℃，沿海海面南到西南风5～6级阵风7级，傍晚增
强至6级阵风7～8级；

8 月 7 日（周日）：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
27℃～36℃；

8月8日（周一）：多云，27℃～35℃；
8月9日（周二）：多云到阴，局部阵雨，27℃～34℃；
8月10日（周三）：多云，局部阵雨，27℃～34℃；
8月11日（周四）：多云，27℃～35℃。

椒江区气象台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怡 记者
王卫君） 8 月 2 日，小王在外婆的
陪同下来到区公安分局报警，向民
警详细讲述了她用手机刷小视频
时认了一个干姐姐，结果被其以赠
送礼物先转钱为由被骗 4000 多元
的经历。

原来，当天上午，小王在家写
完作业后，就拿起外婆的手机刷
起了小视频，这时有个人主动联

系她，说想跟小王做朋友。小王
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微信二维
码截图发给对方，很快两人加为
微信好友。对方发来消息，说想
做小王的干姐姐，还要给小王送
礼物。父母都在外打工，暑假里
小王就跟着外婆，突然多了一个
姐姐，看到对方这么宠爱自己，小
王很开心。

“我跟对方视频聊天，视频里的
小姐姐问了我的年龄，还问我喜欢
玩什么游戏。”结束了视频聊天，小
王说对方提出要教小王走一遍支付
宝操作流程，才能把礼物送给她。
小王没多想，在对方的诱导下，将外
婆支付宝里一笔198元人民币转到

对方指定的转账上。“姐姐说转账的
越多，送的礼物也越多。”当天，小王
先后给对方转账21笔，共计人民币
4000多元。直到她外婆发现，小王
才自知是遇到了骗子。

“此类骗局大部分都是瞄中了
未成年人下手，一方面是因为未成
年人在家期间经常会使用家长手
机，因此很容易给骗子下手的机
会，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缺乏一定
的防范意识，很容易听信他人言
语，步步诱导未成年人落入圈套。”
区公安分局侦查中心主任张文辉
说道。

警方提醒：
要教育孩子不要轻易相信陌生

人。要让孩子们在潜意识中警惕任
何网络上的陌生人，对网上所有主
动接近的人打一个问号，心里嘀咕
一下这人是不是要骗你，这样慢慢
地形成风险意识。要让孩子相信天
上不会轻易掉馅饼。要树立孩子正
确的经济价值观，传达努力劳动才
有回报，付出才会收获的正确理
念。大人要做好自身手机支付的安
全措施。莫轻易告知孩子手机支付
密码、银行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同
时通过交流互动，告诉他们不要盲
目扫二维码，以防恶意软件和木马
病毒被强行安装，更不要盲目点击
不知来源的链接以防进入钓鱼网
站。

8岁女孩刷小视频认了个干姐姐，被骗四千多元

记者观察

反诈直通车

在全市率先开展“三定三便”五色区管理

金华义乌的本次疫情形势再次表明，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麻痹懈怠
和侥幸松劲。请全区各公共场所自觉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纪律督导组及相关单位将进一步加大督查整顿力度。

昨天晚上，章安街道在马峙村体育公园举行“即浪24小时·艺术快闪”活动，通过大地艺术、晚风音乐、乡野市集、萌宠聚会等形式，为当下潮流青年
们呈现一场别样的互动体验，吸引很多群众参与。 本报记者 王涵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