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近期，区市场监管局开

展牛羊肉制品专项整治，严查制售

假冒牛羊肉行为，进一步提高食品

安全水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次专项整治以大中型酒店、

西餐厅、咖啡馆、休闲吧、火锅店等

制售牛羊肉制品的餐饮经营单位

和供货商为重点对象，主要检查索

证索票以及经营者广告宣传、菜

单、出餐票据、供餐记录等，检查是

否存在经营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

疫牛羊肉和使用不合格肉加工食

品以及各类虚假宣传等行为。从现

场检查情况看，此次 25 家被检查

单位，肉品检验合格证等票据齐

全，来源清晰。

在专项整治中，区市场监管局

还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包含牛

排、肥牛卷、牛肋骨、牛仔粒、羊排、

羊肉卷等多种产品在内的 38 个批

次牛羊肉制品进行抽样检测，检测

项目主要是牛源性成分、羊源性成

分、猪源性成分等。检测结果显示，

38 个批次样品全部合格，未发现假

冒肉制品情况。

区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继续强化牛羊肉质量监

管，加大对经营者的法律宣传和肉

制品抽检力度，一旦在检查和抽检

中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坚决一查到

底、及时处置，杜绝以假乱真、以次

充好。消费者若发现肉品质量问

题，可以拨打 63700315 进行举报

投诉。

链接：鉴别真假牛肉
对于市场上销售的猪肉和牛

肉，消费者可从色泽、气味、弹性等

多个方面进行初步鉴别。牛肉脂肪

呈白色或乳黄色，比猪肉的脂肪明

显要少，猪肉有种特有的甜味，而

牛羊肉气味较腥。一般来说，牛肉

的纤维长度较长，肉质结构粗并紧

凑;而猪肉的纤维长度较短，肉质

结构细并松散;食用牛肉时感到肉

老，食用猪肉时感到肉嫩。

辨别真假羊肉：“三看一尝”
看颜色：假羊肉卷下锅后颜色

会变黑，并且产生很多浮沫；真羊

肉卷下锅后颜色依旧为粉红色，浮

沫较少。

看纹理：假羊肉卷纹理粗糙，

切片后瘦肉多，呈大片状；真羊肉

卷则纹理细腻，切片后含有白色条

纹。

看肥瘦：假羊肉卷通常是肥瘦

各占一边，互相分离，用手一捏就

会分开，烧熟后更是碎成一片片；

真羊肉卷肥肉应该是一丝丝夹在

瘦肉里的，分布自然均匀。

尝味道：如果还不能分辨真

假，就只能亲口尝一尝了。假羊肉

卷吃到嘴里发硬，真羊肉卷虽然有

膻味但嚼起来很香。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别到小

摊贩、农贸市场买肉，大超市的肉

进货渠道稳定，比较有保障。

记者 汤君芳

本报讯 7 日一早，区城管局迎

来了 24 位小朋友参加由区城管局

组织的“小小城管体验日”活动，通

过体验一线执法工作、体验路面保

洁、学习垃圾分类等活动，让小朋友

们亲身感受和体验城市管理及环卫

工作。

早上 9 点，小朋友们跟着锦城

中队队员前往衣锦街、广场路等路

段体验一线执法，感受城管工作的

真实细节。在人员的带领下，孩子们

与城管叔叔们一起步巡，对沿途存

在的市容违规行为进行了解和及时

清理。当他们发现市容问题时，孩子

们会主动到店内与店主进行沟通，

请店主配合清理违规行为。“阿姨您

好，这个车不能停在人行道哦！”“叔

叔，店门前不能放水果，麻烦您收到

屋里哦。”“爷爷，电瓶车不能这么

停，要停在这个线里面的。”……

“这些小朋友大多十岁出头，有

的甚至还不满十岁，年纪很小。但是

在我们解说了一些行为后，其中一

些小朋友勇于走上前与店主沟通，

对一些不文明进行进行劝说，我们

觉得很了不起，也有工作被理解以

后的感动。”锦城中队副中队长蔡欣

告诉记者。一天的路面体验，让孩子

们对城管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和理解。

第二天一早，小朋友们手拿垃

圾袋和火钳上路了，看到路边的垃

圾迅速用火钳捡入垃圾袋内。“我觉

得这样的体验方式很好，借此机会

让孩子体会到环卫工人的艰辛，以

后养成爱护环境的好习惯。”一位家

长告诉记者。当天下午，小朋友们还

跟随环卫处工作人员学习了生活垃

圾分类知识，参观了垃圾焚烧厂和

玲珑生活垃圾减量站。

据悉，“小小城管体验日活动”是

宣传城市管理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

是区城管局提高服务社会和服务群

众水平，提升群众满意度的有效载

体。“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

未成年人对城市管理的认知，提高环

境保护意识。同时，以小朋友的视角

去了解如何参与城市管理工作、为什

么要进行垃圾分类，让孩子们带头宣

传，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文明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区

城管局妇委会主任骆燕告诉记者，接

下来，区城管局还将开展类似活动，

让孩子们提高城市环境保护意识，让

关爱城市、美化环境的理念深入每一

位孩子的心中。

区城管局

开展“小小城管体验日”活动

记者 朱艳 通讯员 王轶军 叶杏霞

本报讯 “越过山林的鸟儿，问

你要去哪儿呢，穿过岁月的人儿，问

你拥有了什么，时空逆转，时光倒流

……”跃动的音符流淌在初秋的深

夜，悠长的民谣带你回到青丝少年

时代。8 日，“与音乐最美现场”在龙

井村三渡民宿拉开帷幕，此次的主

题是“峡谷里的音乐会”。

“与音乐”是一个独立音乐厂

牌，定位在“音乐生活垣概念”之上，

推崇音乐回归现场。“与音乐最美

现场”旨在打造不一样的音乐现场，

创造音乐的更多可能，实现零距离

沉浸式演出，让人远离灯红酒绿的

闹市，在高山流水间享受纯粹、简单

的音乐。演出单位将在全国寻找十

个最美丽的音乐现场进行巡回演

唱。目前，已在西递、敦煌、青岛等

地演出。

“将三渡民宿作为演出现场，

让游客在感受临安独特的峡谷风光

的同时，享受与众不同的音乐氛

围。”三渡民宿负责人汤海峰告诉

记者，演出者都是有个性的民谣歌

手，他们演唱的亲民、接地气以及

带着淡淡忧愁的民谣歌曲与临安

民宿的文化内涵非常契合。同时，

以音乐会为载体，展现浙西的自然

美、生态美和音乐美，带动临安旅

游宣传氛围。

“我来自云南大山，喜欢在大自

然里唱歌，来到临安就感觉来到了

自己的家乡。”民谣歌手茶季杨说，

临安的山水秀美，民风淳朴，和他的

音乐风格很和谐，在峡谷里唱歌很

有感觉。

据了解，“峡谷里的音乐会”将

持续到 10 月 1 日，每周一场，每周

周末会在三渡民宿或相见茶舍进行

演出，免费对游客开放。

8月 8日—10月 1日 每周末都有演出

“与音乐最美现场—峡谷里的音乐会”开始了

记者 朱陈伟

本报讯 自从遇上徐师傅的小

卡车后，小偷胡某简直视其为“金

矿”。要是哪天手头紧了，胡某就去

洗劫一番。

徐师傅毫不关心似的，既不报

警，也不采取防盗措施。这让胡某

都偷得有点“怀疑人生了”，第一次

3000 余元，第二次 3000 余元，第三

次 2000 余元……

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胡某几

乎每隔一两个月就去偷一次，次次

成功。而且车门每次都没锁，钱包、

票据随意扔在手套箱内。

贼胆只会越来越大。2018 年 5
月 20 日，胡某又蠢蠢欲动。这次他

居然是光天化日之下，在下午 1 点

多的时候，一头钻进徐师傅的小卡

车内行窃。

幸亏被徐师傅的姐姐撞见，立

马把人给堵住，并报了警。

检察官在审查起诉这起案件

时，也是大跌眼镜。徐师傅，你感觉

临安的治安再好，也不能这样马大

哈吧，被偷了一次之后，一直放任

不管。

于是，检察官向徐师傅作了了

解。徐师傅说，被盗的基本都是工程

款，发放给工人们的。“我那个车子

破破烂烂的，停在路边根本就不起

眼，想想也不会有人去偷。”徐师傅

说，其实在停车时，他故意把一边的

车门紧挨墙壁，防止小偷上车。

“徐师傅，可你每次不锁车门，

这样的堵门方式不就成摆设了

吗？”检察官简直哭笑不得。

既然被偷了钱，为什么不报案

呢？“车子停在江桥路的弄堂里，我

看了一下，边上都没有监控，想想

追回的希望不大，就不报警了。”徐

师傅告诉检察官。

看来，检察官真遇上了“马大

哈”司机。不过，胡某还是受到了应

有的惩罚。近日，胡某被判犯盗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罚金

2000 元。

检察官提醒：车辆停放在外面

时，一定要把钱、贵重物品等带离，

以防被不法分子盯上。发生失窃

后，要第一时间报警，将损失减小

到最少。

同一辆小卡车连遭四次贼手 前三次屡屡得手

小偷：把它当“移动提款机”
车主：拿它当“移动保险柜”

进入 8月，横街的千亩葡
萄迎来收获季，许多市民和游

客来此品尝、采摘，体验采摘游
的乐趣。

记者 陈伋 摄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整治 严查掺假牛羊肉制品

近日，青山湖市场监督管理所接群众举报，横畈农贸市场内生鲜猪肉

存在问题。执法人员随即赶往横畈对市场内 5家从事生鲜猪肉的经营户进
行了检查，发现有一家经营户经营的生鲜猪肉来源有问题，肉品外表面无
检验标志，现场无法出具检疫证明。对此，执法人员予以查扣，经现场清点
共计 90斤。 通讯员 苏瑾 摄

葡萄香满园
采摘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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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社区
青少年消防安全防范意
识，普及未成年人消防安
全知识，丰富青少年暑期
生活，7日，兰岭青少年
俱乐部一行 24人走进消
防大队参观学习体验。消

防官兵向同学们展示了
消防车、消防器材、消防
服……详细讲解了各种
器材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并让同学们亲自试穿消
防服、叠“豆腐块”军被、
消防水枪喷水，感受了一
回“我是小小消防员”。

通讯员 吴灿萍 摄

我是小小消防员

停电通知2018年 8月 10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8 月 16 日 6:30-17:00 天松 V415 线泮家变分支线 4# 杆泮家变令
克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泮家变

畈龙村[近头]公变停畈龙村[近头]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7:00-12:008 月 17 日

上东村[石桥 1#]公变停上东村[石桥 1#]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7:00-15:008 月 17 日

临安市锦城第一初级中学停锦新 V560 线河八 5605 线 52# 杆临安市
锦城第一初级中学配变令克7:30-16:308 月 17 日

回龙村[姜家头]公变,回龙村[高桥头]公变,回龙村[万锦山庄]公变,杭州天目外国语学
校,临安市城镇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临安市保通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双马高分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临安市城镇化投资有限公司,临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临安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大队,杭州临安实利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临安市亮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临
安达祥电子有限公司,临安市城镇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柯家村[横溪桥]公变

龙马村[龚家]公变

射干村[金毛坞]公变、射干村[界牌头]公变、射干村[前村]公变

停环北 V495 线启明站回龙分线开关以后

停柯家村[横溪桥]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

停龙马村[龚家]公变低压总总刀闸以后

停由口 V290 线 55# 杆 2902 开关至 114#
杆 2903 开关间线路

7:00-13:
00

7:30-10:
00

7:00-17:
00

6:50-15:
00

8 月 10 日

8 月 15 日

8 月 15 日

8 月 15 日

通讯员 陈玖玖

本报讯 近日，锦北街道全面完

成 2018 年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与

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

据了解，此次调查工作历时 1
个月。早在 7 月初，街道组织召开动

态更新工作培训会，19 个村（居）、

社区民政工作人员参加培训，以确

保信息采集员熟练掌握信息数据动

态更新工作方法和要求，保证科学、

有序、高效地采集信息。采集过程

中，街道工作人员对各村（居）、社区

进行一对一下村指导，保证工作顺

利开展。

“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进一

步建立健全残疾人基础数据，全面

掌握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

息，从而更好地为残疾人开展各项

服务。”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锦北街道辖区持有第二

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

疾人共有 920 人，街道残联协同村

（居）、社区条线工作人员通过入户

调查方式采集信息，入户率达 95%
以上。2018 残疾人信息数据动态采

集共计 58 项指标，内容主要包括经

济及住房情况、教育情况、就业扶贫

情况、社会保障情况、基本医疗与康

复情况、无障碍及文化教育情况。同

时，此次调查运用手机端智能采集

方式，努力使调查工作横到变、竖到

底、没有漏点，最大限度减少盲区和

死角，确保数据祥实、完整。

锦北街道完成 2018年
残疾人动态数据信息更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