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肉价格持续下跌

报价单位：椒江区发改局

序号
零售价(元 / 500克)

上期
(10月 9日)

去年
同期

本期

1 2.60 2.55 2.60
2 2.30 2.30 2.30
3 65.00 65.00 65.00
4 40.00 34.50 40.00
5 4.00 4.00 4.00
6 25.00 29.50 24.00
7 26.50 30.50 25.50
8 6.00 7.50 6.00
9 5.10 6.15 5.10
10 2.75 2.50 2.50
11 88 10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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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SP-15) 元/瓶

较去年同期涨
跌（%）

1.96
0.00
0.00
15.94
0.00

-18.64
-16.39
-20.00
-17.07
0.00

-16.19

采价日期院 2020 年 10 月 19 日 价格分析:
1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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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 与 10 月 9 日相比袁 所监
测的猪肉价格持续下跌袁 后腿肉尧
精瘦肉的平均售价每 500 克均下
跌 1.00 元袁 跌幅分别为 3.77%尧
4.00% 曰 青 菜 平 均 售 价 下 跌 了
0.25 元/500 克 袁 跌幅为 9.09%曰
其它 8 个品种价格均保持平稳运
行态势遥 与去年同期相比袁 晚籼
米尧 桶装一级浸出大豆油平均售
价分别上涨了 1.96%尧 15.94%曰
后腿肉尧 精瘦肉尧 鸭蛋尧 鸡蛋尧
瓶装液化石油气 (YSP-15) 平均
售 价 分 别 下 跌 了 18.64% 尧
16.39% 尧 20.00% 尧 17.07% 尧
16.19%曰 面粉尧 桶装一级压榨菜
籽油尧 白糖尧 青菜价格保持稳定遥

（价格投诉电话：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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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 动 “免费礼品”真的免费吗？小心掉入强制消费陷阱
本报讯（通讯员 陈瑛 记者 赵

阳）免费送护理尧免费送面膜噎噎
当市民路过美容院尧 化妆店等地
时袁 经常会碰到有人以免费为由
邀请路人进店 袁 但这些所谓 的
野免费冶 真的免费吗钥

日前袁 消费者卢女士向区消保
委投诉袁 称其路过某美容店时被门
口的推销人员告知进店可领取免费
礼品遥 卢女士进店后袁 店内工作人
员不断劝说其体验店内免费产品袁
在卢女士体验后却告知必须支付
98 元的费用遥 卢女士认为商家存
在强制消费袁 遂求助消保委袁 要求

商家退还费用遥
接到投诉后袁 区消保委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向卢女士了解情况袁
其表示本来想领了免费礼品就离
开袁 但店员一再推荐体验店内免
费产品袁 且未告知需要收费遥 于
是卢女士又在店内体验了皮肤检
测等项目袁 结束之后却被要求支
付手工费等费用共计 98 元遥 消保
委工作人员随后向该店负责人核
实相关情况袁 确认事实后对商家
未提前告知消费明细进行批评教
育遥 经调解袁 商家已将费用退还
给消费者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曳 第四条规定袁 经营者与
消费者进行交易袁 应当遵循自愿尧
平等尧 公平尧 诚实信用的原则曰
第八条规定袁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
购买尧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袁 有权要求
经营者告知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等
情况曰 第九条规定袁 消费者享有
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曰
第十条规定袁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
易的权利曰 第二十条规定袁 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
价遥 上述案例中袁 商家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尧 选择权尧 公平交
易权袁 应承担相应责任遥

这种以 野免费冶 做噱头袁 实
则推销高价美容项目的行为袁 似
乎已经成为美容行业的套路遥 区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袁 不要轻易被
一些美容院所谓的 野免费礼品冶
野免费体验冶 等广告吸引袁 而应选
择信誉好尧 证照齐全的大型正规
美容院消费遥 在进行消费前袁 最
好先行验看美容师的相关上岗证
件尧 资质证明等遥 一旦利益受到
侵害袁 应立即向 12345 及相关部
门进行投诉维权遥

本报讯（通讯员 葛培兴）椒
江男子陆某袁 驾着轿车在街头行
驶时袁 看到长相漂亮的女子后袁
为寻刺激袁 陆某竟用弹弓击伤在
街头行走的女子袁 结果触犯了法
律遥 近日袁 陆某因涉嫌寻衅滋事
被椒江警方处以 15 天的行政拘
留处罚遥

10 月 13 日早上 7 时 30 分
许袁 陆某驾着轿车驶至椒江白云
街道工人路时袁 发现有二名长相
漂亮的年轻女子正在街头行走遥
为找点刺激袁 陆某就从轿车里拿
出一把捡来的弹弓袁 用钢珠弹作
为子弹袁 摇下车窗袁 朝二名女子
身上打去袁 击中了二女子腿部遥

野哎唷冶遥 正在行走的陈某尧
张某二人突觉腿上一麻袁 二人不
禁叫了一声遥 低头一看袁 发现脚

下躺着几颗钢珠弹遥 但因二人要
急着上班袁 就没理会遥

陆某见陈某尧 张某二人毫无
动静袁 这更激发了他的 野斗志冶遥
于是他就驾车尾随着袁 不一会儿
又拿弹弓接连朝她们二人身上打遥
陈某和张某终于发飙袁 往四周仔
细看了看袁 一下就瞧见拿着弹弓
的陆某遥 陈某当即跑到陆某的轿
车后面袁用手机拍下了陆某的车牌
号袁陆某见状随即驾车开溜遥 陈某
立刻向警方报案遥

区公安分局白云派出所接到
报警后袁 民警经侦查袁 迅速将陆
某锁定遥 仅一个小时后袁 陆某就
被民警抓获遥

经讯问袁 陆某交代了犯罪事
实袁 最终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处以
15 天的行政拘留处罚遥

男子街头野玩冶弹弓 行政拘留 15 天

眼下正是草莓栽种时节，
椒江供销社蔬菜必胜农场基
地园内，果农正忙着开展除
草、松土以及施肥等工作。
据了解，大棚草莓今年 10 月
中旬栽种，预计春节即可成
熟上市。

本报记者 水 水 摄

10月 21 日 渊周三冤院 阴袁 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雨曰 日气温 16益耀
23益曰 市区水泥路面最高温度 29益耀31益曰 沿海海面偏北风 6耀7 级
阵风 8 级遥

10 月 22 日 渊周四冤院 阴袁 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雨曰 日气温 17益耀
23益曰 沿海海面偏北风 7 级阵风 8耀9 级夜里 8 级阵风 9耀10 级遥

10 月 23 日 渊周五冤院 多云曰
10 月 24 日 渊周六冤院 晴到多云曰
10 月 25 日 渊周日冤院 多云曰
10月 26 日 渊周一冤院 晴到多云曰
10 月 27 日 渊周二冤院 晴到多云遥

椒江区气象台

本报讯 (记者 李琴 通讯员 何元娇) 日前袁 椒
江职业中专专门为来该校参加第六批研学活动的四川
省峨边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的学生举行欢迎仪
式袁 激励走出大山的同学们尽快适应新生活袁 努力学
习文化知识遥

据了解袁 参加本次研学活动的峨边职校学生共
12 人袁 全部为幼教专业的学生袁 其中 11 位是 野建档
立卡冶 贫困家庭子女袁 是精准扶贫对象遥 截至目前袁
椒江职业中专先后迎来峨边职中 6 批共计 207 名精
准贫困户学生来校参加研学活动遥

为了让峨边的学生们尽快进入状态袁 椒江职
业中专不仅为峨边学生配备了优秀的班主任和各
专业任课教师袁 还专门抽调相关科室和教师袁 开
展专业学习指导尧 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袁 帮助同学
们尽快熟悉校园尧 班级和课程遥 研学期间袁 学校
还为峨边学生提供学习尧 食宿及生活用品费全免
的优惠袁 并每周为每位学生发放 200 元的生活补
助遥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每批到椒职研学的峨边
职中同学袁 均带来了彝族灿烂的民族文化尧 优秀
的乡土艺术和迷人的音乐盛宴袁 成了校园文化生
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袁 希望新一批的学生也能
尽快融入新生活袁 尽情展示才华袁 释放朝气和活
力遥

自 2017 年 9 月起袁 椒江职业中专积极响应号
召袁 认真落实东西协作尧 对口支援计划袁 有条不
紊尧 科学开展对峨边职中的结对帮扶工作袁 内容
涉及专业建设尧 课程改革尧 师资培训尧 教育教学
及学生实习就业等领域遥 帮扶工作包含了贴心安
排研学生活尧 科学定制教学课程尧 合理构建双班
主任管理模式尧 精心厚植爱国情怀尧 悉心打造校
园文化活动等各方面袁 有效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
和专业技能遥 同时袁 学校还精心安排尧 多方联系
本土知名企业和校企合作单位袁 为学生提供良好
的实习生活袁 践行双元育人理念遥 学生在实习过
程中袁 不仅学到了知识技能袁 也有了不错的经济
收入袁 为家庭减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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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怡 记者
王卫君）小孩想报读各类 野辅导
班尧 冲刺班冶袁 家长总会在经济上
给予足够的支持袁 诈骗分子正是
瞅准了家长们的这一心理特点袁
冒充 野子女冶 伺机骗取巨额 野培
训费冶遥

不久前袁 椒江的郑先生手机
QQ 添加了一昵称为自己儿子名字
的陌生 QQ袁 野儿子冶 说这是他新
的 QQ 号码遥 然后袁 野儿子冶 说要

报 野清华大学培训班冶 的两门课
程袁 并将 野教务主任冶 的 QQ 号码
推荐给郑先生遥 郑先生添加 野教
务主任冶 的 QQ 号码后袁 对方发来
填报课程袁 并发了一个银行账户袁
让郑先生选定课程后将培训费存
至银行账户遥 郑先生的 野儿子冶
说已选报了其中两门培训课袁 需
要缴纳 56000 元遥 由于 野儿子冶
说名额有限袁 要马上交钱才能报
名成功遥 于是袁 郑先生没有多想袁

就往指定的账户里转账了 56000
元遥 事后袁 电话联系其儿子才发
现自己被骗遥

据了解袁 骗子通过盗取他人
QQ尧 微信或者编辑一个和他人头
像尧 资料一样的山寨 QQ尧 微信的
方式袁 冒充受害人的亲友袁 以需要
缴纳培训班费用尧 学校需要交费等
为由骗取钱财遥

警方提醒袁 在网上聊天中涉
及到汇款一定要谨慎 袁 无论是

社交媒体账号 尧 微 信 尧 微 博等
聊天工具还是手机 短信 袁 收到
好友发来要求转账的消息 袁 一
定要通过拨打对方 电话进 行核
实 遥 如不方便联系 本人的 袁 可
以联络周边亲友 尧 老师等 遥 如
果对方催款又不愿 意核实 本人
身 份 袁 基 本 上 可 判 定 为 骗 子 遥
广大市民如若遭遇诈骗 袁 保 存
好汇款或转账时的 凭证 袁 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警遥

骗子冒充儿子要补习费 家长轻信被骗 5. 6万元

本报讯（记者 张亚妮）昨
天袁 区级机关老年人协会第六届
换届选举大会在联谊养老中心举
行遥 大会选举产生了区机关老协
第六届理事会遥

目前袁 区机关老协下设 47 个
行政单位小组袁 随着新会员的不
断加入袁 协会力量日益壮大遥 截
至 2020 年 8 月 底 袁 共 有 会 员
1079 人袁 其中中共党员 785 人袁
占会员总数的 75%遥

为满足会员们 野活到老袁 学
到老冶 的需求袁 协会坚持 20 年办
好老年电视大学袁 目前设两个教
学班袁 在校学员有 500 多人袁 占
会员总数的 50%遥 此外袁 还对歌
唱尧 摄影尧 书画尧 舞蹈尧 健身
球尧 柔力球尧 乒乓球尧 门球尧 桥
牌尧 飞镖等 18 个兴趣小组进行整
顿尧 充实和调整袁 有序开展各项
文体活动袁 受到了全体会员的欢
迎和拥护遥

2019 年袁 协会率先在全市打

造了 野老党员驿站冶袁 建立了临时
党支部袁 为全区 52 个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和 1555 名离退休干部党员
提供规范化思想教育阵地和常态
化组织生活载体袁 让离退休干部
党建充满垦荒味尧 浙江味袁 让离
退休干部党员离岗不离党尧 退休
不褪色遥

野下阶段袁 协会将更加注重党
建引领袁 创新品牌遥 结合自身特
色完善 耶老党员驿站爷 这一红色
主阵地袁 继续推动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规范化建设袁 切实发挥正能
量作用遥冶 新当选的会长陈聪法介
绍袁 野同时挖掘优秀骨干袁 发挥
作用遥 在协会会员中积极发现和
发展具备文体特长和专业知识的
骨干分子袁 建立 耶银发人才库爷袁
在志愿服务队中增设艺术尧 体育尧
专技等分队袁 开拓服务领域和服
务项目袁 为椒江经济建设尧 基层
社会治理尧 乡村振兴等提供不竭
的力量遥冶

区机关老协举行换届选举大会

梦圆

□本报记者 栾旖旎

野当时我们坐在这里袁 平台就
跳出来一个预警信息袁 查看后发现
是一个全国逃犯袁 我们立马通过现
场视频追踪逃犯路径袁 并出动抓捕
组前往抓捕袁 逃犯最终落网遥冶 近
日袁 在白云派出所综合指挥室里袁
专职民警陈诗向记者介绍袁 该嫌
疑人在外逃窜大半年袁 一直没被抓
到遥 当进入白云辖区袁 被人脸识别

智能防控系统捕捉后袁 指挥室响应
机制袁 20 分钟内就将嫌犯抓获遥

为进一步发挥 野智慧大脑冶 基
层治理作用袁 切实提高我区综合指
挥现代化信息水平袁 今年 7 月 16
日袁 区公安分局白云派出所按照
野云上公安尧 智能警务冶 大数据应
用的总体部署袁 打造全市首个全域
智能防控平台袁 整合现有资源袁 实
现 野智安校园冶 野智安医院冶 野智
安街区冶 野智安场所冶 野智安小
区冶 等一体化全域覆盖遥

陈诗表示袁 如果没有该平台袁警
方无法第一时间感知嫌犯已经进入
辖区遥而通过此平台可以实现事前预

警袁进一步降低白云辖区治安风险遥
从平台启动以来袁 短短 3 个

月袁 共抓获全国逃犯 2 人袁 涉黄赌
违法犯罪嫌疑人 26 人遥

同时袁平台打通数据壁垒袁与市
局大数据池实现无缝连接遥 联合辖
区商户推行社会化共建共治共享方
式袁实现监控网络全覆盖遥 构建野空
地一体冶的全域立体化智能感知体
系遥 通过平台形成野采集-预警-处
置-反馈冶闭环袁实现进入白云辖区
内的重点人群信息及行踪袁真正做
到走明去向尧来能预警尧动知轨迹尧
全程掌控遥 根据所需时间段分析辖
区各类警情同比尧环比袁以热力图形

式直观呈现袁及时预测预警违法犯
罪袁指导针对性的配置警力遥

也就是说袁 大数据整合后袁 无
论嫌疑人什么时间段尧 去到哪里袁
都会被清晰记录下来袁 警方即可靶
向治理袁 精准抓捕遥

白云派出所所长方一说院 野以
前我们更多地是注重 耶智安小区爷
建设袁 现在不断扩展延伸袁 还从单
维的人脸识别扩展到车辆识别袁 增
加物联网技术手段袁 让智能化系统
发挥高效能遥 接下来袁 将进一步完
善视频领域全覆盖袁 以 耶情指行爷
一体化为牵引袁 努力实现基层警务
管理与社会治理形成同频共振遥冶

3个月“逮”到 28个嫌犯
白云派出所打造全市首个全域智能防控平台

平 365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