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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AO RIBAO

绍兴市上虞凯达锻造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各种铝合金锻压及T6

热处理，同时承接精加工产品。公
司 目 前 拥 有 1000T、 630T、
300T、加工中心、数控机床多台。

地址：上虞区小越街道西罗村
电话：0575-8203105
传真：0575-82031825
邮箱：sykaida@126.com
手机：13306854055

回收
长期回收，进口、国产柴油发电

机组（30kw以上），冲床、压机、
变压器、铜电缆、叉车、电动机、
各种旧设备等。欢迎各位朋友提供
信息！中介有佣金等你！联系
13968258365微信同手机号，互惠
互利！合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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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星期五
城区 大庄C3403开关：兰江街道—谭家岭行政村(黄山西路自然村、
黄山西路、大黄桥南路、大黄桥南路616弄、它山庙新村、它山庙自然
村、谭家岭西路)、兰江街道(舜南社区—大黄桥路、江南新城社区—大
黄桥南路)、兰江街道—江南新城社区—余姚市安居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兰江街道—谭家岭行政村(余姚市城市照明管理所、余姚市兰江街
道磨刀桥村村民委员会)（08:00—14:00）（天雨取消）
马渚 方青C122线75号杆四将桥西跌落式熔断器：马渚镇—大将桥行
政村(四将桥自然村、大将桥自然村、石桥头自然村)（07:00—14:00）
丈亭 河姆T3173开关：三七市镇—幸福行政村(高家自然村、季家自
然村)、三七市镇—幸福行政村(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余姚市剑拓压铸件厂)（07:00—12:00）
8月8日 星期六

泗门 朗霞T817线安昌桥支线3号杆新施农产品跌落式熔断器：泗门
镇—水阁周行政村(小庙路、镇中路)、泗门镇(上新屋行政村—余姚市裕
杰电器塑料厂、水阁周行政村—余姚市泗门镇华安塑料厂)（07:30—
12:30）

以上停电计划遇天大雨取消（除注明外），不含事故停电、电网紧
急(调荷)限电。我们的工作给您带来麻烦，敬请谅解。

余姚市三电办
余姚供电公司

查询电话：51090119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本报记者 张伊梦

每年的七八月都是旅游市场的
旺季，不过今年的情形有些不同。
连日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旅行社
发现，虽然已经进入暑期，但前来
各旅行社咨询的市民寥寥无几。受
疫情影响，今年自由行代替了团队
游，成了市民的主要出游方式。

团队游失宠，旅行社门可罗雀

按照往年惯例，暑假的到来预
示着暑期旅游市场拉开大幕，但今

年我市各旅行社却格外冷清。7月
2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城区四
明西路的一家旅行社，偌大的门店
内，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上班。

“从春节到现在，我们旅行社
的情况都不是很乐观。”一名工作
人员坦言，往年的这个时候，每天
前来旅行社咨询、报名的顾客络绎
不绝，今年的人数急剧下降，甚至
一天也等不到一位客人。“以前是
做好产品等客人，现在是客人想要
什么产品再去找，完全倒过来了。
因为提前做好线路也没用，很少会
有人来咨询。”

接着，记者又走访了位于城区
三官堂路的几家旅行社，情况与第
一家旅行社基本相同。“即使现在
跨省团队游已经恢复，但前来咨询
产品的顾客还是很少。”其中一家
旅行社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暑
期团队游以亲子游为主，基本上是
老中青三代结伴出游，国内游多会

选择北京、西安、青岛、海南、云
南等城市。“选择团队出行的游客
都是想要省时、省心的，这部分群
体对安全问题会有更多顾虑。疫情
阴影仍需要时间消除。”

自由行升温，交通住宿更方便

旅行社团队游锐减，是不是市
民外出旅游的意愿减弱了？其实不
然。经历了疫情的“禁足”，不少
市民早已按捺不住想要外出游玩一
番，只不过更多人选择了自由行。
和传统旅行社“订单极少”的现状
不同，在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
上，今年暑期预订量环比今年1-6
月呈现明显上涨趋势。

进入7月，市民唐女士开始计
划暑期出游的事，在各大在线旅游
平台上搜索了一番，决定前往珠海
旅游。“从机票价格走势来看，如
果选择7月出行，在机票上面花费

会更少，往返珠海只要六百多
元。”唐女士表示，因为疫情，她
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集体出游
了，所以想趁着暑假给自己和孩子
放松下心情。

不少市民和唐女士一样选择乘
坐飞机、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出
行，也有部分市民选择自驾。市民
丁女士就和丈夫开上私家车，前往
了河南、山西、甘肃、青海等地。

“自驾的好处就是出行空间相对私
密安全，在景点游玩时间也比较充
足。”丁女士说，“这段时间酒店也
比往年同期便宜不少，房源也不是
太紧张，我们的住宿都是提前1天
订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选择省
内游、本地游的市民也不在少数，
莫干山、千岛湖、普陀山等为热门
目的地。“疫情期间出游麻烦，要
考虑的问题太多，还是短途游比较
放心。”市民倪先生说。

暑期旅游市民“独爱”自由行
省内游、本地游成热门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朱佳镒）近日，兰江街道推出
我市首个高清电子公示栏，市民朋
友只需扫描电子公示栏中的二维
码，即可查看兰江街道辖区207家
重点餐饮商户的食品安全动态信
息，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今年以来，兰江街道针对辖区
重点餐饮商户，引入专业第三方、
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在城市综合
体万达广场创新设置电子高清大屏
食品安全动态公示栏。该电子公示
栏不仅滚动播放食品安全相关视
频、宣传食品安全知识，还展示重

点监管餐饮商户分布、隐患分级分
类评估形势、风险预防管控措施、
食品操作现场图像、日常监管工作
状态、商户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调度等详细信息。

该电子公示栏主屏幕中，市民
可扫描各餐饮商户的二维码，了解

相应商户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照
片、食品安全等级和食品安全现
状。该电子公示栏辅助屏中，实时
播放被监管餐饮商户“明厨亮
灶”，即厨房的食品操作全过程，
倒逼餐饮商户进行食品安全隐患整
改，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聚焦重点餐饮商户食品安全

兰江街道推出我市首个高清电子公示栏

7月26日，学生正在位于万达
广场的居正击剑俱乐部进行击剑实
操演练。暑假期间，我市不少中小
学生在家长的带领下前来击剑俱乐
部报名学习击剑，感受击剑运动的
魅力，丰富暑期生活。

通讯员 朱剑庆摄

“小剑客”

■本报记者 仲坚

在全自动化生产车间里，“百
岁山”矿泉水从灌装到整箱包装，
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站在企业
专为参观者设置的参观通道上，隔
着透明的玻璃往下看，8岁的倪辰
予和10岁的徐斌轩小哥俩目不转
睛——原来，经常喝的“百岁山”
矿泉水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7月24日，市市场监管局借着
2020 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之
机，举办“网民看看看”活动，邀
请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消费维权
义工和网民代表，走进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现场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在位于梁弄镇白水冲村的浙江
百岁山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企业负
责人向体验者们介绍了企业概况，
并针对大家关注的安全生产环节作
了详细的讲解。随后，体验者们远
距离（因为涉及食品安全，外人不
得入内）参观了生产车间。

当天，20多名体验者还走进
了 另 外 一 个 “ 熟 悉 的 陌 生 环

境”——杭州湾环线高速公路余姚
服务区。这里虽然近在“家门
口”，但多数消费者只是路过，并
不会专门前往，自然不可能亲身体
验那里的快餐或地方小吃，更不可
能走入制作快餐的后厨参观。所
以，当体验者进入后厨，干净的地
面、整齐的储物架、严格按照色标
管理存放的食材和工具以及在就餐
区就能清楚地看到后厨操作的“阳
光厨房”，让他们不禁发出“不
错，不错”“很干净”的赞叹声。
浙江省交通集团余姚服务区经理陈
郁则表示，食品安全责任重大，能
取得这样的成绩，多亏了市市场监
管局兰江所的同志经常上门指导。

参观结束后，每个体验者都在
调查问卷上认真填写了自己对这两
家单位的观感。“举办这样的活
动，既是为了督促企业守法诚信经
营，也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关心、支
持、监督食品安全，共同营造全社
会共创食品安全、共享放心消费的
良好氛围”，市市场监管局的同志
这样告诉记者。

在“熟悉的陌生环境”
体验食品安全

——网民代表走进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见闻

本报讯（通讯员 苗志瑜）7
月24日，海通食品（宁海）有限
公司又一车载有10吨青葡萄的卡
车停在临山镇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
社保鲜库门口，该公司的工作人员
忙着把一框框青葡萄搬进保鲜库内
进行冷藏处理。据统计，连日来海
通公司在余姚临山镇、上虞盖北镇
收购青葡萄100余吨，择日将这批
青葡萄发住黄岩、安吉等地的罐头
食品企业。

今年梅雨期间连续强降雨，葡
萄种植户的葡萄都不同程度受灾。
为减少葡农的经济损失，海通食品
（宁海）有限公司主动与味香园葡
萄专业合作社对接，青葡萄按每公

斤 1.6 元的价格由该公司集中收
购，帮助农户抢收出售、减少损
失。在青葡萄收购点，采摘好的青
葡萄整齐地堆放着，海通公司的工
作人员对这些青葡萄进行验质、过
秤、登记、付款，大家忙得满头大
汗。“今年梅雨季节雨量集中，加
上我种植的葡萄结果密度高，推迟
了葡萄上市季节。今天我采摘了
350公斤青葡萄出售给公司，省心
省力。”葡农王阿姨说。

近年来，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
社为切实提高农户种植葡萄的积极
性，按照“合作社+农户+公司”
的发展模式，积极拓展葡萄多渠道
销售，为农户开辟增收新渠道。

“海通”“味香园”联手
收购青葡萄助农增收

7月22日，梨洲街道白云社区暑期“假日学校”公益美术课开课，辖
区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利用彩泥在瓶瓶罐罐上制作出一个个富有创意的人
物造型。 通讯员 顾荣海摄

“假日学校”玩彩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