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何文斌 张程宏冤 近日袁 开发
区公安分局区西派出所民警帮助 20 多名工人讨回 25
万元装修款遥

日前袁 开发区公安分局区西派出所接到报警袁
称辖区某酒店大门口有人发生纠纷遥 民警立即出警
赶到现场袁 发现有人正在争吵袁 遂上前将双方劝开遥

经初步了解袁 这 20 余名工友因该酒店装修款未
全部结清多次奔波未果袁 当日双方又因装修款问题
发生争吵遥 民警了解情况后袁 将这些工友以及酒店
老板何某请到了区西派出所调解中心遥

在派出所袁 民警先是做通了酒店老板何某的思
想工作袁 耐心讲解 叶劳动法曳 等相关法律法规袁 晓
之以理袁 动之以情袁 然后再与工友们逐一详谈袁 并
叫上工友代表以及酒店老板进行三方座谈遥

后经过 4 个小时坚持不懈的努力袁 终于袁 劳资
双方在民警的见证下约定好兑付日期袁 事情得到圆
满解决遥

民警为 20 名工人讨回 25 万元装修款

平 365安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寅 通讯员 朱鲛泓冤 年关将
近袁 不少快递公司将陆续停止揽件服务袁 不少市民都
抢着在年前寄出最后一批快件袁 而快递小哥们也在这
个高峰期加班加点袁 加之近日的阴雨天气袁 送快递途
中极可能发生事故遥 日前袁 区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袁
葭沚街道富强公交车站附近有辆快递面包车翻车袁 司
机被困在驾驶室内急需救援遥

接到报警后袁 该大队立即出动一辆抢险救援消防
车及 7 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遥 在事故现场袁 只见事故
车辆发生侧翻袁 车头因为翻车导致变形袁 车内有一名
驾驶员被困遥 消防官兵敲打封闭的玻璃窗试图查看被
困人员意识是否清醒袁 但没有得到回应遥 见此情况袁
现场指挥员立即组织官兵迅速展开营救袁 先联合群众
将面包车上的快递搬走袁 以减少后部重量遥 随后消防
官兵利用液压扩张器对车门进行破拆并扩大救援空
间袁 经过 10 分钟的努力终于成功将被困人员解救出
来遥 被困人员从驾驶室内移出后立即被送上救护车进
行救治遥 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遥

消防部门提醒袁 冬季车辆的橡胶轮胎会被冻僵袁
失去弹性袁 像此次快递车辆在满载的情况下袁 缓冲能
力显著下降袁 撞到尖锐异物时易发生爆胎遥 同时袁 雨
雪天气导致道路湿滑袁 行车应保持车距遥 而对于快递
驾驶员来说袁 长期驾驶易产生疲劳袁 此时应降低车
速袁 注意劳逸结合袁 并在平时定期检查轮胎气压袁 如
果一旦发生爆胎袁 驾驶人应保持镇定袁 双手把稳方向
盘袁 极力控制保持车辆直线行驶袁 切忌重踩刹车袁 否
则极易造成翻车遥

为赶年前最后一批快递
雨天野满载冶驾驶导致翻车

面粉价格小幅上涨

报价单位：区发改局(物价局)

序号
零售价(元 /500 克)

上期
(1 月 9日)

去年
同期 本期

1 2.60 2.63 2.60
2 2.20 2.20 2.30
3 65.00 63.50 65.00
4 40.00 35.00 40.00
5 4.00 3.50 4.00
6 13.75 13.50 13.75
7 15.00 14.50 15.00
8 7.50 6.40 7.50
9 4.50 5.25 4.25
10 1.25 2.00 1.50
11 89 73 89

品种 单
位

晚籼米 元/500 克

面粉 元/500 克

桶装一级压榨菜籽油 元/5 升

桶装一级浸出大豆油 元/5 升

白糖 元/500 克

鲜猪肉(后腿肉) 元/500 克

鲜猪肉(精瘦肉) 元/500 克

鸭蛋 元/500 克

鸡蛋 元/500 克

青菜 元/500 克

瓶装液化石油气 元/瓶

较去年同
期涨跌
（%）

-1.14
4.55
2.36
14.29
14.29
1.85
3.45
17.19
-19.05
-25.00
21.92

采价日期院 2017 年 1 月 16 日 注:1.以上食品价格系椒江花园尧万
济池菜场部分摊点的平均价遥

2.与 1 月 9 日相比袁所监测的
晚籼米尧 桶装一级压榨菜籽油尧桶
装一级浸出大豆油尧白糖尧后腿肉尧
精瘦肉尧鸭蛋尧瓶装液化石油气价
格均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曰鸡蛋价格
下跌了 0.25 元/500 克 袁 跌幅为
5.56%曰面粉尧青菜价格每 500 克分
别上涨了 0.10 元尧0.25 元袁涨幅分
别为 4.55%尧20.00%遥 与去年同期
相比袁面粉尧桶装一级压榨菜籽油尧
桶装一级浸出大豆油尧白糖尧后腿
肉尧精瘦肉尧鸭蛋尧瓶装液化石油气
价格分别上涨了 4.55%尧2.36%尧
14.29% 尧14.29% 尧1.85% 尧3.45% 尧
17.19%尧21.92%遥

渊椒江区发改局供稿 价格投诉
电话院1235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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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气象

本报讯 渊记者 李琴冤 春节期间
外出就餐人员多尧 酒店住宿人员集聚袁
餐具消毒到位吗袁 酒店房间空气质量如
何袁 二次供水水质达标吗钥 春运期间袁
人流量激增的车站码头等地袁 空气质量
怎么样袁 二氧化碳尧 一氧化碳指数分别
是多少呢钥 务工人员回乡后袁 新招聘的
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健康证都备齐了吗钥
噎噎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袁 1
月 18 日上午袁 区卫计局专门组织执法
人员对城区部分酒店尧 餐具消毒企业尧
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开展专项检查遥

当天上午袁 执法人员首先来到一鼎
远洲大酒店袁 仔细查验从业人员健康证
和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得出的
酒店房间空气尧 床上用品检测报告袁 同
时还随机对酒店内一间位于 15 楼的客

房进行抽查遥
野卫生间内自来水的余氯含量为

0.15mg/L,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为 0袁 说
明这个房间是达标的遥冶 面对各项仪器
得出的数据袁 现场执法的区卫生监督所
椒南分所所长徐晓霞表示袁 按照相关规
定三星级以下的酒店袁 二次供水余氯的
标准为逸0.05mg/L 渊出厂水余氯标准确
为 0.3mg/L~0.5mg/L冤袁 空气中一氧化碳
含量为臆5mg/m3袁 从当天的检查情况来
看袁 符合标准遥

随后袁 执法人员又来到天天餐具消
毒有限公司袁 对餐具的消毒温度尧 成品
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尧 厂址厂名等进行检
查袁 并随机抽取了几份已经包装好的消
毒餐具送往区疾控中心实施检测遥

野从这个二氧化碳警报器上的数值

看袁 当前这个候车大厅内的一氧化碳含
量为 0袁 说明到目前为止袁 空气质量很
不错袁 工作人员在控烟方面的工作做得
比较到位袁 否则警报器就会直接响起
来遥冶 当天上午 10:20袁 在台州客运总站
内袁 由于春运已经开始袁 车站内南来北
往的旅客较多袁 执法人员一下车直接前
往人员相对密集的候车大厅袁 对候车大
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遥

据了解袁 春节前袁 执法人员还将组
织人员对城区的医院尧 超市尧 商场等公
共场所进行相关检查袁 除空气质量外袁
从业人员健康证将是重点检查内容遥

区卫计局严查公共场所卫生情况

银日前袁 白云街道 野春泥计划冶 快乐寒假实践营启动袁
60 多位小营员在道台里文创园开心地参加了宣传传统节日
文化的画挂历活动遥 据了解袁 白云街道 野春泥计划冶 着眼
以乐促智尧 以技促能袁 将 野我们的节日冶尧 学雷锋志愿服
务尧 野中国梦冶 主题教育实践尧 过年大扫除尧 文明出行等
活动融入 野春泥计划冶袁 通过游戏尧 体育尧 娱乐尧 农作等形
式袁 潜移默化地影响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袁 引导他们在家里
做一个好孩子袁 在学校做一个好学生袁 在社会做一个好公
民遥

本报通讯员 徐国友 摄

日前袁 台州
市 文 化 馆 2016
第 19 期文化超
市学员结业汇报
演出在台州金海
岸大舞台举行遥
上百名学员表演
了 舞 蹈 尧 非 洲
鼓尧 拉丁舞尧 旗
袍走秀等节目袁
展示了文化超市
丰硕的成果遥

本报记者
白 露 摄

清算公告
台州善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袁法定代表人院陈灵龙袁注

册号院331081100142895袁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向
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袁清算组负责人院陈灵龙袁清算组
成员由陈灵龙尧杨荷凤组成袁特此公告遥

台州善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 1月 20日

1月 20 日院多云到晴曰偏北风 4耀6 级遥
日气温 3耀8益袁市区水泥路面最高温度 11耀13益曰沿海海面偏北风 7耀8 级袁阵风 9 级遥1 月 21 日院晴到多云袁日气温 0耀9益曰
沿海海面偏北风 5耀6 级阵风 7 级遥1 月 22 日院晴到多云遥1 月 23 日院晴到多云遥1 月 24 日院晴转多云遥1 月 25 日院多云遥1 月 26 日院晴到多云遥

椒江区气象台2017年 1月 19日 08时发布

渊上接 A 版冤包顺富强调袁区委尧区政府将坚持党管人才
原则袁一如既往地把科技人才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遥 区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袁区人才办和区直相关部门
要强化组织领导袁在全区营造尊重知识尧尊重人才尧尊重创造
的良好氛围遥 要主动适应发展需求袁为各类人才创造一个工
作安心尧生活舒心的环境遥要注重牵线搭桥袁为优秀人才培养
和作用发挥提供更广阔的平台遥 要主动靠前服务袁统筹抓好
科研经费尧人才公寓尧成果奖励尧子女入学等政策的执行工
作袁做好优秀人才的野后勤部长冶袁为优秀人才排忧解难遥

据悉袁2016 年袁我区人才万人比达到 3230袁高层次人才
4460 人袁累计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7 人袁省千人计划专家
18 人袁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6 人袁市 500 精英计划人才 105
人袁各项数据均居省市前列袁被评为 2015 年度全省人才工作
先进县渊市尧区冤遥 同时袁连续 7 次获评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袁
连续 10 年被评为全国科普示范区袁 被列为省首批创新型试
点城区遥

渊上接 A 版冤叶阿东尧孙尚权一行首先看望了回归企业
家代表尧哈尔滨台州商会会长尧哈尔滨大发房地产公司董事
长林忠福袁详细了解他在外投资项目推进情况袁及引进回归
项目北大附中书生实验学校建设情况遥 叶阿东对林忠福积
极回归家乡投资创业表示肯定袁 并祝他在新的一年里事业
兴旺袁继续为家乡经济发展添砖加瓦遥洪家街道敬老院是全
区首个公建民营敬老院袁当前有 256 名老人入住遥 野您在这
里住得习惯吗钥方不方便钥冶在走访洪家街道敬老院时袁叶阿
东看望了 104 岁的抗日老兵李昌华袁 他关切地询问李昌华
的生活起居和身体健康等状况袁并祝愿老人健康长寿遥叶阿
东还实地查看了院区环境尧安全保障尧食堂设施尧老人住所
等袁 并叮嘱工作人员要加强日常管理袁 及时了解老人的需
求袁全面落实好安全措施袁让老人过得安全尧舒心遥 最后袁叶
阿东还先后前往洪家街道困难党员阮永福尧 困难低保户马
贤昌尧困难残疾人林国新的家中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身
体情况袁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遥叶阿东要求街道和有
关部门要妥善照顾好困难群众的生活袁 切实为他们解决困
难袁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遥

市领导来椒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争当倾力打造台州新府城的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