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将临，普陀育才学校
588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因入
学、方便假期生活等，需要办理
浙江省居住证。区行政服务中
心公安窗口联合沈家门派出所
近日上门服务，到该校现场为
小朋友们办理证件。下步，区
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将继续
和各学校对接，根据需要持续
开展上门办证服务。

（记者 吴林峰 通讯员 刘
宇翔 李圆洁）

小候鸟
有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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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分
局日前发现、叫停一
起“直播带货”虚假
宣传行为，相关行政

处罚正在走法定程序，这也是全
市首例“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案。

“直播带货”风起云涌之际，就是
要加强监管执法，决不允许一颗
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直播带货”带火了网上销
售，不仅拉动了内需、稳定了生
产，也促进了全社会共同富裕。
尤其在疫情之下，“直播带货”的
兴起，让普陀海鲜“游”向全国各
地，给水产行业带来了生机和活
力。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假
如“直播带货”乱象丛生，就会殃
及整个水产行业。因此，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声誉，始终保持
对虚假宣传的零容忍。

某经营户在直播销售烤安康
鱼片时，“工厂直播间”是通过绿
幕技术伪造的，也就是将直播镜

头与事先拍摄好的工厂加工场景
进行技术合成，以此造成“直播”
假象。不仅如此，还随意杜撰“我
们不一样”“商超价格贵、分量小、
性价比低”等广告词。如此信口
开河、以假乱真，难免误导消费、
搅乱市场。

可见，对“直播带货”虚假宣
传必须早发现、早遏制，始终保持

“直播间”在阳光下运行。市场监
管执法人员通过线上巡检及时发
现涉嫌作假的蛛丝马迹，并一查
到底、依法查处，履行了“守夜人”
的使命担当。希望能够通过公开
处理此案，起到查处一起、警醒一
片的作用。

“直播带货”贵在真实可靠，
任何自作聪明的掺假都难逃无数
双眼睛的审视。市场监管部门的
严管重罚，就是要告诉大家，只有
慎始如终地加强行业自律、呵护
直播口碑，“直播带货”才会越来
越好。

“直播带货”岂能有假
□大力

贝类为滤食性生物，容易在体
内富集病毒。如果生食或食用未
煮熟的贝类，会增加感染病毒的风
险。为保障贝类水产品食用安全，
区食药安办发布消费提醒如下：

一、在购买贝类水产品时，应
选择正规渠道，不选购污染区域的
贝类水产品。应选择大小均匀、外
壳颜色较一致、有光泽的贝类。鲜
活贝类用手触摸时，贝壳能闭合或
外露肌体能缩回体内，有其特有的
气味，轻轻摇晃时无沙石声音。贝
类要低温贮存并尽快食用。

二、在烹饪贝类水产品时，要
保证贝类水产品加工制作的卫生
条件，去除肠腺等内脏，不生吃、半

生吃或腌制后直接食用贝类。蒸
熟煮透后，避免一次性食用太多，
最好不食用汤汁。

三、外出就餐时，应选择证照
齐全、就餐环境和管理较好的餐饮
单位，消费后索要并保存好消费凭
证，如遇消费纠纷或发现违法违规
行为，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和
举报。

四、餐饮单位要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索
证索票制度，确保食品来源渠道正
规可追溯；不得采购和销售来源不
明以及禁止采捕和销售的贝类；餐
饮加工时要严格遵守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

消费者如食用后出现口部及四
肢麻痹、呕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
状应尽快就医，并拨打12345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舟山市普陀区食品药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

贝类水产品食用消费提醒

□记者 徐可叶 诸葛晓明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从事修鞋这门传统手艺的

人越来越少了。尽管如此，仍有
一些人默默地坚守在这个行业，
为需要的人们提供服务。徐子海
就是其中的一位。

近日，记者走访徐子海时，他
正在修鞋摊忙碌着。只见他的腿
上铺着一块布，左手拿着鞋子，右
手灵活地操作砂轮打磨鞋子，再
用锉刀来回处理，很快，一只鞋子
修复好了。

今年58岁的徐子海，是上世
纪90年代从安徽阜阳来到普陀修
鞋谋生的。每天天没亮，他就起
床设摊，户外一待就是一整天，守
着一门老手艺，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由于修鞋手艺不错、生意好，

徐子海靠着修鞋攒下钱，租了一
间面积不大的修鞋铺。他说，修
了20多年，虽然一天只能挣几十
元，但仍然很满足。

徐子海的腿脚有残疾，没有
别的业余爱好，就喜欢唱歌。每
天，他一边修鞋，一边时不时哼
上几句。后来，他置办了一套音
响，兴致好时就拿起话筒唱一
首，周围邻居朋友都会来听他唱
歌，有时大家一起合唱。“美丽的
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
彩蝶纷飞白鸟唱，一弯碧水映晚
霞。”悠扬的歌声在泗湾路飘荡
开。

徐子海说：“人生就要奋斗，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生需要音
乐，从音乐中获取快乐，也是一种
幸福。我喜欢唱草原的歌。”

记者采访当天，虽然下着小
雨，但修鞋铺仍有顾客光顾。徐
子海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不停地
忙碌着。尽管每天收入不多，但
他依然用勤劳和乐观兢兢业业地
做好这份工作，创造自己幸福快
乐的人生。

他守着一门老手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没有别的业余爱
好，就喜欢唱歌，周围邻居朋友都是他的听众

徐子海：残疾修鞋匠演绎自强人生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 通讯
员 张海霞）近日，国网普陀供电分
公司工作人员走进舟山长宏国际
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与公司相关负
责人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客户生
产经营情况和用电需求，提升服务
质量。

走访中，工作人员采用现场沟
通、征询意见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企
业经营状况、近期规划和用电需求，
提出合理用电、安全用电建议，还认
真听取企业对电网建设、电力供应
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着力改进供
电服务短板。

供电部门走访企业听取意见建议

优化用电环境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综合消息）连日来，我
区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安全生产
月活动，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
础，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
处置能力。

近日，在东港游乐园，区市场
监管分局联合东大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进行大型游乐设施应急
救援演练。现场，设备抢修组第
一时间切断电闸、启动备用电源；
应急救援组迅速跑至游客落地处
待命；疏导保卫组确定滞留游客
吊厢位置，成功将被困游客安全
送达地面。在被困游客成功脱险
后，技术人员还对设备故障原因
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本次演练进一步强化了使用

单位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
意识，提高了应急事件处置能力，
检验了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应急预
案的可操作性、适用性，压实了企
业的安全主体责任。

接下来，区市场监管分局还将
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开展科
普宣传、隐患曝光、警示教育等一
系列特种设备安全宣传活动，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同
时，还将开展特种设备“除险保
安”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市场
监管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全区

船舶修造领域事故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等各类专项行动。

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联合
普陀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对辖
区“两客两货”、客运站场等企业
开展联合检查，共检查15家企业，
发现问题 33处，目前已整改 28
处，其它隐患陆续整改中。

近日，区消防救援大队对我区
重点工业企业进行消防安全大检
查，督促企业加大对火源、电源、
气源的管控力度。

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公安部
门首先对位于沈家门小干岛的
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公司
的天然气站、精加工车间、办公

楼、宿舍楼等重点区域进行细致
排查，现场发现部分消防设施设
备损坏、消防车道被占用等隐
患。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该公
司安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及时整改，确保火灾隐患得
到彻底根除。

同时，区消防救援大队还对展
茅工业园区的水产企业进行了安
全检查，叮嘱各工业企业要时刻
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火灾隐
患自查自纠，广泛开展员工培训
教育，切实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

我区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排查不留盲区 整改不留隐患

于2022年6月29日起在http://zsztb.zhoushan.gov.cn/网上对下列
房屋租赁权进行网上竞价，现公告如下：

咨询电话：（0580）3821263
舟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普陀区分中心

2022年6月23日

东港街道沙田街52号昌正商务大厦
1306房屋招租交易公告

本报讯（记者 徐可叶）近期，
我区多地出现白蚁。

据了解，我区气候温暖多
雨，植被丰富，适宜白蚁的孳生
繁殖，系蚁害的严重地区。每
年 3至 6月是白蚁活动高峰期，
一般情况下白蚁在降雨前后会
成群出巢，危害情况大都集中
在居民小区。白蚁危害的类型
也趋多样化，除损坏房屋主体

结构外，室内装修、生活资料、
室 外 绿 化 都 是 白 蚁 危 害 的 重
点。

出现在我区的一般是台湾乳
白蚁和黑翅土白蚁两种。区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剑锋提
醒，如果遇到白蚁，市民不必恐
慌。“可以开灯，然后灯下面放一
桶水，白蚁有趋光性，看见光它会
跑过去，跟着掉水里，然后溺水死

亡。”
据介绍，在闷热天的傍晚或

下雨前，白蚁喜欢集体飞出来交
配繁殖。这时要赶紧关门、关
窗、关掉对白蚁有很强吸引力的
大灯，包括日光灯、吊灯等，保持
家中干燥整洁。如遇大量白蚁
侵袭，请及时拨打有资质的专业
白蚁防治公司电话，由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蚁害处理。舟山虹源

昆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灭治电
话：15168067580；舟山市速达昆
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灭治电话：
13587070303；舟山市普陀今山昆
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灭治电话：
13868236288；舟山翔宇有害生物
防 治 有 限 公 司 灭 治 电 话 ：
13386691111；普陀区住房保障服
务中心白蚁防治科咨询电话：
0580-3024082。

遇到白蚁莫害怕 专业人士来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