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施虹吉

我市最大“菜篮子”海吉星城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开业已有半个
月，昨日清晨5点，记者走进海吉
星城进行回访。

蘑菇、黄瓜、西红柿、大白菜
……走进市场，蔬菜交易区内丰盛
的菜品和一派繁忙的景象映入记者
眼帘，经营户正忙碌地向来自城区
四街道及邻近乡镇的买家和商贩销
售着最新鲜的蔬菜。

在水产交易区入口，络绎不绝
驶入的供货车队让这里显得异常繁
忙。“你看中间那辆舟山牌照的车
子，车上装的都是给我供货的。”
一位做海鲜生意的姓潘的商户指着
不远处一辆车说，“每天货物送到
没多久就被订购一空。”年轻的他
一边整理着场地，一边兴奋地算着
账：“照现在这趋势，我这一个月
的销量比之前在庙弄市场还要好。”

海吉星城位于马渚镇马漕头
（肖朗路188号），于6月16日开
业。作为全市最大的“菜篮子”和

“米袋子”的综合性交易市场，一
头连着市民餐桌、一头连着农民

“口袋”，是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
求、城市平稳运行的重要平台。据
了解，该市场开业半个月来，日均
交易额近2000万元，总交易额达
3亿元。

海吉星城努力营造“有求必
应”的经营环境，“自从搬到这里
后，环境变好了，停车也方便了，
而且我们都是以最低的价格吸引更
多的顾客，把最好最实惠的东西卖
给老百姓。”做海鲜生意的楼阿姨
亲切地说，“现在市场管理方听取
了我们商户的意见，把原先设置的
摆摊黄线向外延伸些，这样交易空
间更宽敞，做起生意来方便多了！”

据悉，与开业当天相比，海吉
星城目前的环境卫生、经营秩序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市场入口严格实
行“亮码、测温、戴口罩”防疫措
施，机动车停放也规范了许多，但
部分商户表示市场仍然存在一些短
板和不足。“开业的时候比较顺
利，顾客也很多，但是之后的一段
时间，散客明显减少，很多老客户

因为搬迁原因都找不到了我们的摊
位了。”一位正在处理余货的吴阿
姨微皱着眉头说，“水产交易区和
蔬菜交易区之间没有互通的路，只
能从市场外面进来，这给顾客带来
了不便。”

据该市场负责人介绍，海吉星
城同步推进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管理，逐步实现基础设施、安防监

控、数字信息等资源一体化，有效提
升了市场管理效率，让市民“菜篮
子”拎得轻松、拎得放心。“我们目前
正在整合商户们反映的相关问题，
下一步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完
善，营造良好的交易环境，让商户、
顾客满意。我们对市场的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该负责人说。

上图为水产交易区现场。

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放心
——海吉星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开业半月回访记

景观小品
扮靓乡村

6月28日，在低塘街道黄清堰
村，街头巷尾的景观小品错落有
致，和谐如画的乡村风景随处可
见。为打造美丽宜居新村庄，该村
开展景观小品、景观绿化建设，有
效提升了村庄风貌。

记者 黄静波摄

■本报记者 陈周霄
通讯员 尹 婕 俞 旦

“感谢检察官对我们民营企业
的关心与帮助。这起案件中，我们
的员工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套取公司
资金，教训深刻。我们已根据检察
机关建议中提出的管理问题，落实
整改工作。”近日，市检察院派员
出庭支持一起公诉案件，被害企业
不仅派员旁听庭审，还向办案检察
官递上一份对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
况的回复，为市检察院“进村入
企”活动点赞。

据悉，被告人舒某某供职于一

家民营企业，任企业部部长。任职
期间，舒某某不仅收受供货商给的
回扣33万余元，还伙同三名下属
开设“皮包公司”，利用职务之
便、以“皮包公司”名义谋取利
益，非法侵占被害企业财物36万
余元，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
失和负面影响。

受理此案后，办案检察官实地
走访被害企业，深入了解被害企业
对本案的态度及司法需求，向企业
负责人详细询问相关情况。“通过
对证据的仔细审查，以及对被告
人、涉案企业的详细了解，我们发
现被害企业存在职权监管不足、相

互监管缺位、审查制度不严等内部
管理问题，导致内部管理人员假借

‘皮包公司’操纵招投标，进而侵
占被害企业财物。”市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负责人介绍。

针对被害企业内部管理中存在
的漏洞，市检察院结合乡村检察官

“进村入企”活动，及时制发检察
建议书，提出了组织普法教育、规
范职权范围、审查工作实质化等检
察建议，还向企业送上《余姚检察
服务民营企业白皮书》及企业风险
防范手册，提醒企业可能面临的刑
事犯罪风险、融资风险、企业财产
损失风险并提供相应的应对策略。

在收到检察建议后，该被害企业高
度重视，迅速在高层例会上进行专
题研究讨论，制订了一系列整改措
施，对下属子公司和员工进行教育
引导，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向
市检察院回复。

“下步，我们将继续深化‘进
村入企’活动，对于严重伤害企业
利益的行为严惩不贷。”市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负责人表示，“对于通
过办案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我们
将继续以制发检察建议、检察官法
制课堂、发放风险防范手册等形式
帮助企业规范管理，助力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

男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套取公司资金

检察机关助力受害企业堵塞管理漏洞

■本报记者 陈周霄
通讯员 杜福华

近日，市司法局开展律师行业
教育整顿暨“双随机”执法检查，
随机抽取部分律师事务所及执业律
师，促我市律师行业健康发展。

据悉，本次执法检查重点排查

法律服务队伍存在的三方面突出问
题。立足政治站位，深入排查是否
存在党组织覆盖质量不高、党建工
作重视不够、律师事务所党建和业
务“两张皮”、基层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律师先锋模范作用发
挥不足等问题；聚焦管理机制，深
入排查是否存在制度空挂、管理混

乱、对律师教育管理的职责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围绕执业纪律，深入
排查是否存在律师无视职业道德和
执业纪律、私自收案收费、违规会
见、参与虚假诉讼、代理不尽责、
服务不到位、重大事项不报告、与
司法人员不正当交往、向司法机关
或律师协会提交虚假材料等问题。

执法检查采用实地检查方式进行，
抽查结果录入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
平台。

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存在问
题，检查组要求立即整改、依法依
规予以处罚惩戒等。各抽查对象的
执业情况载入其执业档案，处罚惩
戒情况载入其诚信档案。

市司法局开展律师行业教育整顿
“双随机”执法检查同步进行

■本报记者 张 敏
通讯员 王利军

记者日前从铁路部门了解到，
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统一部署，7
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
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行图。

据悉，7月1日起，合杭高铁
与通沪高铁开通、杭州南站启用。
本次调图后，高铁余姚北站首次有
动车组列车直达安吉、宣城、芜
湖、池州、安庆等城市。余姚北到
合肥南的行车时间缩短到3小时之
内；通沪高铁开通后，经停余姚北
的D3125、D3126 列车运行区间
由原来的深圳北与南京间调整为深
圳北与泰州间，G7524终点站由
上海虹桥延长到张家港；杭州南站
启用后，往金华、长沙、贵州、黄
山等方向的列车经停杭州南站，不
再到杭州东站调向；到北京南的
G168列车不再经停余姚北，G274
次取而代之，余姚北到北京南的列
车总量不变。其中，G274次余姚
北到北京南所需运行时间为6小时

21分，是两地间运行时间最短的
车次。北京南到余姚北列车车次保
持不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受
疫情影响，每天往来北京南的车次
仅各1趟；另外，还有数趟列车车
次、时间有微调，市民可查询
12306网站获知调整后的最新消
息。

与此同时，暑期运输开启，列
车开行及时增减。铁路部门将同步
开启7月1日至8月31日间为期62
天的暑期运输，在实施新图基础
上，根据客流变化，实施“一日一
图”，以更好地满足暑期学生流、
探亲流、旅游流等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提示，关于调图后旅
客列车开行相关服务资讯，旅客朋
友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网站查询，或关注各火车站
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旅行途
中，请配合铁路部门做好进出站测
温、健康码核验等站车疫情防控工
作，全程佩戴口罩，减少人员聚
集，做好自身健康防护，共同维护
良好出行环境。

今天起铁路列车运行图调整
余姚可直达安吉宣城芜湖池州安庆等城市

■见习记者 杨峻达

在与犯罪嫌疑人取得联系后，
非但不向警方汇报情况，还为他藏
匿提供方便，这样的行为将会受到
法律的严惩。近日，市公安局三七
市派出所就抓获了一名藏匿逃犯的
企业主。

6月19日，市公安局三七市
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
内一名私营企业主余某为在逃人员
许某提供藏匿的住处及钱财而被列
为了在逃人员。经核查确认后，民
警立即出警，在余某家中成功将其
抓获。

据了解，许某为内蒙古自治区
人，在十年前因工作关系与余某相
识。自2013年以来，许某在自己
家乡的一家公司里以研发新产品为
名，向公司员工及亲属非法集资
700 余万元，后许某携款潜逃。
2017年7月10日，其被当地警方

列为网上在逃人员。2019 年 12
月，许某与余某取得联系，并在余
某的帮助下成功藏匿在了余某为其
提供的住处内。同时，余某还向许
某提供了香烟一条及现金若干元。
当月29日，经侦查研判，内蒙古
警方在我市三七市镇成功将许某抓
获。后经审讯，许某供述了自己藏
匿余姚期间，余某向他提供了相关
帮助的事实。内蒙古警方于今年6
月19日将余某也列为了网上在逃
人员。

目前，余某已被我市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民警提醒，明知是对方已经犯
罪而为其提供藏匿处所、钱财，帮
助逃匿，甚至为其作假证明予以包
庇的行为均属于窝藏罪，将受到法
律的严惩。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
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市民在与犯
罪嫌疑人取得联系后，应第一时间
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为潜逃罪犯提供藏匿住所
一企业主被抓获

姚江社区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兰江街道姚江社区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喜迎“七一”主题
党日活动。活动开始，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同时，社区邀请了兰江
街道银辉宣讲团宣讲师黄建民为党员上党课，还举行了“慈善一日捐”活
动。图为党员们正在重温入党誓词。 通讯员 杨泓霞摄

巾帼助力清美家园建设
近日，凤山街道剑江村妇联开展“巾帼助力清美家园”主题活动，

助力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复评工作。图为巾帼志愿者正在
向村民分发清美家园倡议书。 通讯员 黄建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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