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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赣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江苏智盛
对 “赣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南区） 产业发展规
划 （2022~2030）”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相关规
定信息公开， 公众可通过链接获取简本、 公众意见表
（ http://www.ganyu.gov.cn/gyqzf/hpgs/content/35b25cc9 -
9c60-4ad0 -8022 -6d11f608462e.html） ， 并反馈意
见。

荟东海县李埝乡卫生院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荟张培文身份证遗失，证号320705199608070011，声明作废。
荟张蓝月，女，出生日期：2019年10月4日，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父亲：

张建驰，母亲：盖文，出生证编号：T320756444，声明作废。
荟连云港霏影物流有限公司原公章（公安备案号3207060929325）、原

财务专用章（公安备案号3207060929326）遗失，声明作废。
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东海分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遗失，许可证编号：JY33207220042993，声明作废。

下下列列遗遗失失 声声明明作作废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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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我单位原持有市场管理局颁发的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表 （电梯）， 设备编号分别
为： 19ML-06180、 19ML-06182、 19ML-
06183、 19ML -06184、 19ML -06185、
19ML -06186、 19ML -06029、 19ML -
06030、 19ML -06031、 19ML -06032、
19ML-06033， 共计11台， 现已遗失。 从
见报之日起失效， 特声明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表 （电梯） 作废。

连云港锦绣香江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8月9日

环境影响评价

连云港杰瑞药业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智盛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对DMT寡核苷酸等4个原料药
与制剂技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相
关规定， 向公众信息公开， 公众可通过链接
查看文本、 填写意见表 （https://www.jaripharm.
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
=40&id=66）， 向建设或环评单位反馈环保意
见。

10千伏祝庄线原计划8月11日7:30-15:30安排的停电撤
销，区域：15052#海北小区2#公变

市区停电撤销公告

应尽快出台
预制菜行业生产标准

“互联网+” 广泛应用的
今天， 智能化快速渗透到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
近期高温天气的增多， 让很
多惧怕高温的人， 尽可能地
减少“亲力亲为”，而是“花钱
买便利”。对于不想做饭的人
来说，除了点外卖，还会网购
一些预制菜， 简单加热下即
可食用的速食菜品， 具有食
用方便、省时省力等特点，因
此深受 “懒人 ”青 睐 。但 随 之
而来的食品安全、 健康问题
也不容忽视。笔者认为，预制
菜省时省力的同时， 绝不能
省了安全和健康。 作为一个
新生行业， 相关的生产标准
也应尽快出台， 为消费者健
康安全保驾护航。

对于喜欢做饭的人来说，
下厨是一种享受和治愈的过
程，特别是为家人烹饪一桌拿
手的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品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对于不会做饭、不喜欢做饭
或者压根儿没有时间做饭的
人来说，预制菜的确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不仅可以节省时
间，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过节
的时候，也可以购买一些预制

菜做成一桌丰盛宴席，既方便
省事，也顾全了招待客人的面
子。

但近年来，也有很多消费
者对预制菜的卫生、安全等问
题表示担忧，特别是网购预制
菜， 加工的过程都不可知晓。
食材质量到底好不好？制作过
程到底干不干净？这些关键信
息，消费者都无从得知。因此，
对于想要尝试预制菜但又担
心这些问题的消费者来说，一
直都没有勇气尝试。

近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 《2022年上半年全国消
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消 费 者 主 要 投 诉 内 容 包 括 ：
预 制 菜 菜 品 标 识 不 详 细 ，外
卖、 堂食中使用预制菜未告
知，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受
到损害。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不
容忽视。笔者认为，预制菜作
为一种新生事物，市场发展前
景可观，但是仅有可观的发展
前景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行业
长久发展、健康发展，就必须
补齐短板，相关部门应尽快制
定和实施预制菜行业生产标
准，明晰产品标识等，牢牢守
住食品安全底线，为消费者食
品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记者8月9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 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与
之相关的投机、炒作、诈骗等活动愈演愈烈，一些网民受投资虚
拟货币可获高额回报等虚假宣传迷惑，盲目参与到相关交易活
动中，给自身财产带来较大损失。今年以来，国家网信办高度重
视网民举报线索，多举措、出重拳清理处置一批宣传炒作虚拟
货币的违法违规信息、账号和网站。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微旅游兴起
“宝藏”目的地增多

“有几个家庭一起来聚会的，有公司来做
团建活动的，还有给孩子过生日、做毕业旅行
的。反正暑期以来，特别是周末，基本上都是
客满的状态。”昨日，在渔湾景区附近经营民
宿的陈女士说。

随着周边游、微旅游受到青睐，以往依赖
于节假日的民宿，现在周末也开始火爆。因为
消费群体更加细化，进入微旅游时代，不仅民
宿热了起来， 研学游也愈发受到欢迎。“和同
龄人一起玩，又能了解家乡，增长见闻，可比
我们家长带着出去玩有意义多了。”市民海小
兰说，今年以来，她多次为女儿报名研学游，
孩子也乐在其中。

“暑假， 我们参加了景区组织的西游之
旅，还有溯溪活动，很有意义。”市民茆女士是
个二胎妈妈， 此前她每年至少要带孩子外出
中长线旅游两到三次。今年暑假，她将出游计
划放在了本地，却意外发现了不少“宝藏”旅
游目的地。“我还关注了不少本地的旅游号，
通过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发现新的目的地。之
前，我们去了海州双龙井，体验了一下夜游。
上个礼拜又跟着抖音介绍， 去了锦屏山附近
的‘托山涧’。每到一处，孩子们都玩得很带
劲。”茆女士说。

新业态背后
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新业态的频频出现， 不仅搅热了旅游市
场，也增添了新的发展动能。如今，身处其中
的从业者们也在积极转变观念， 适应 “新身
份”。市区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朱小丽一边忙
着记录一边介绍：“最近两三个月， 每天至少
需要4个服务员专门准备团建活动的食材。反
正客户也有这个需求， 我们就提供一条龙服
务，从吃的喝的，到提供地点、交通工具，甚至

团建活动的教练督导员都包含在内。”3年前，
朱小丽辞职创业做了一家餐厅， 因餐厅菜肴
口味独特很受本地年轻人的欢迎。

“之前都是年轻人找我家预定食材。周五
会比平时忙一点。 但今年团建的单子越来越
多， 我们的业务范围就从餐饮拓展开了。”十
分重视质量和品质的朱小丽，为此专门又雇
了2名专职服务员以应对旺季。

肯在消费者身上花工夫、用心思，让大
家玩得更好、更开心，是藏在新业态背后的一
股力量。 在谈及自己的民宿生意时， 陈女士
说：“首先是周边的环境好、交通便利。其次就
是干净卫生。现在经济条件好，人们舍得花钱
出来消费。但如果遇到不舒心的事，以后就不
会再来了。我们家的休闲设施比较多，大家来
了不会感觉无聊， 这也是受欢迎的原因之
一。”

“如果做民宿一定要考虑配备例如烧烤
架、卡拉OK机、游艺机、投影仪等设备。”陈
女士给投资民宿的后来者一些建议，她希
望周边的民宿越来越多， 这样更容易形
成集聚效应。“如果能够打造成为民宿
集聚地， 就能吸引外地人来连云港度
假休闲，大家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探寻新路径
需要各方认真谋划

新产品的生命力如何维持？ 微旅游给文
旅产业带来什么？一方面，是需求方的火爆，
让新业态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
港城丰富的资源，也让新需求大有可为。我们
需要做的是， 探寻合适的路径， 在政策助力
下，让新业态拥有源源不断的活力，从而助力
文旅大市场提升能级。

成立研学游分会就是我市旅游协会以搭
建平台的方式助力研学游发展壮大的一个举
措。今年6月，我市旅游协会成立了研学游分
会，吸引38家研学旅行与团建相关的基地（营
地）和研学团建相关企业参加。早在多年前，
我市就有花果山、 东海水晶博物馆入选研学
游示范基地。近两年来，随着本地旅游市场的

不断壮大、 旅游配套
设施的完善、新产品
的增加， 以自然、
军事、人文、志愿
服务等为主题
的研学游产
品 陆 续 出

现。
“整合资

源、 产品升级、产
业提优、做出品牌，

实现信息共享、 资源
共享、价值共享，打造

我市研学旅行与团建活动的产业共同体，为
会员单位谋出路、谋发展、谋价值。”在谈及为
何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时， 新任研学游分会会
长王强表示，“成立之后， 我们就以端午小长
假为契机，组织了多场与本地民俗文化、端午
节等相关的研学活动，受到普遍好评。”

业内人士指出， 作为历史人文资源丰厚
的城市， 再加上多年积累的夏季海滨旅游市
场基础，无论是研学游市场开拓，还
是民宿集聚区的开发，港城的
实力都较为雄厚， 且大有
可为， 值得各方认真谋
划。

去渔湾打水仗，到双龙井参加游园会，选一个靠山靠海的民宿过个吃吃喝喝
的周末……随着微旅游的兴起，在家门口度假越来越受市民欢迎。打卡民宿、研学
游、团建等各种新业态层出不穷，山海港城的玩法花样翻新，在游客的认可与助力
下，港城文旅产业能级提升、动能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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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图为渔湾开展丰富的活动吸引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