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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集团很给力
“康美小绿”尽春意

通讯员 邵莉
··· ··
连日来，
建设集团公共自行车公司组织人员，
对
城区内 51 个公共自行车站点和 1700 辆车辆进行了
集中清洁。尤其对南山学校、世纪联华、香溢等存在
卫生隐患的站点进行了一次突击整治，运用水枪喷
射和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对站点和车棚进行了
清理，给市民营造了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为建设美
丽淳安当好帮手。

幼儿园里说消防
萌娃也筑安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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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
“食神
食神”
”战山城
——2019 年度我县
“百业百匠”
百场技能竞赛
“大擂台”
见闻
记者 张婧/文 唐家凯/摄
·· ···· ·····
3 月 13 日，2019 年度淳安县“百
业百匠”百场技能竞赛
“大擂台”
暨
“旅
游集团杯”餐饮行业技能比武拉开战
幕。精湛的刀工、娴熟的技术、诱人的
香味，60 名大厨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
一场视觉与味蕾的双重盛宴。
90 分钟内，选手们需制作出规定
菜、规定原材料自选烹饪方法菜和自
选菜三道菜品。炒肉丝，是本次大赛
的规定菜。一整块猪瘦肉，配上青红
辣椒，在砧板上静静等待着厨师们的
烹饪。只见大厨们手持菜刀，顺着肉
的纹路，片出一片片薄薄的肉，在阳光

下仿佛都能透出光来，一条条粗细均
匀的青红辣椒在盘中，等待着热油下
锅。炸、煎、煮，热油、翻炒、调味，所有
厨师都拿出了浑身解数，一展拳脚。
来自文渊狮城铂瑞酒店的龚之亮
为了能大露一手准备良久，
今天他带来
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
“
、俏也不争春”
这
两道春意盎然的自创菜，
选用了千岛湖
“淳味”
十足的水鸭和野生虾皮。
“哚哚哚”的切菜声、
“ 噼噼啪啪”
的热油翻滚声、
“ 咔嚓咔嚓”的相机快
门声合奏出一曲美味奏鸣曲。家常的
食材经过厨师们的精心烹饪，瞬间变
了模样，精妙绝伦的刀工、惟妙惟肖的
雕刻……不一会儿，一道道造型别致、

颜色鲜艳的美味佳肴出锅，等待着评
委的“检阅”。
“色、香、味、型”，评委们
认真地对每一道菜进行点评、打分。
现场前来参赛的厨师除了各大星
级酒店，还有不少来自农家乐、民宿。
近年来，我县乡村旅游火热，来自千岛

去年市监系统接受投诉举报1899件
记者 张婧 通讯员 郑洁
·· ·· ··· ··
记者日前从县市场监管系
统获悉，2018 年，该系统共接收
举报投诉 1899 件。其中投诉
1430 件（线上消费投诉 780 件，
实体店投诉 650 件），举报 469
件。
接到的投诉举报项目位居
前三的分别为：广告违法行为，
共计 641 件，占 33.8%；产品质
量 违 法 行 为 ，共 计 230 件 ，占

12.1%；售后服务，共计 163 件，
占 9%。网购涉及问题位居前三
的分别为广告违法（含绝对化用
语、虚假广告、违法广告内容等）
593 件，占 76%；质量安全问题
（含食品标签、无生产许可）52
件，占 6.6 %。售后服务（含网
络订房）28 件，
占 3.5%；
商品类投诉共计 1042 件，
占投诉总量的 73%；
商品大类投
诉量居前三位的分别为：
食品类
共计 282 件，占商品类投诉的

27%；
家居用品，
共计 147 件，
占
商品类投诉的 14%；
服装、
鞋帽，
共计 142 件，占商品类投诉的
13.6%。
服务类投诉共计 388 件，
占
投诉总量的 27%；
位居前三的分
别 为 ：餐 饮 和 住 宿 服 务 ，共 计
196 件，占服务类投诉 50.5%；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务，共计
35 件，占服务类投诉的 9%；制
作、保养和修理服，共计 30 件，
占服务类投诉的 7.7%。

通讯员 邵丽
··· ··
日前，临岐派出所组织消防队员来到临岐镇幼
儿园，给萌娃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消防安全课。
消防队员向师生们讲授了火场逃生自救及灭火器的
使用方法等消防知识。随后展示和介绍了抢险救援
服、隔热服、水带、水枪、空气呼吸器等消防装备器材
的功能和用途。看到如此新奇的“武器”，小朋友纷
纷上前体验，穿上消防服装、带上消防头盔，真正当
了一回
“小小消防员”。

近日，县城管局大墅城管中队对集镇乱拉乱挂
横幅进行集中清理。本次整治用时两天，拆除横幅
20 余条。当看到破旧横幅被拆除，附近居民表示：
“没了这些破旧横幅，街上看去清爽了好多。
”

交通系统女员工
系列活动激情中

丰家山气化站
正式投入运营
记者 江晓华 通讯员 徐婷
·· ··· ··· ··
3 月 13 日，我县首座大型标准应急气源站丰家
山气化站正式投运。
丰家山气化站位于青溪新城鼓山区域，由淳安
杭燃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2600 余
万元，主要功能为 LNG 接收、储存、气化、调配和充
装。站内设有 2 台 100 立方米地上低温储罐，储存
总量 200 立方米。据了解，该站目前主要为珍珠半
岛、坪山、鼓山三个区块内的居民、商业及工业共计
2457 户用户供气，远期可同时向千岛湖镇及周边乡
镇近 2 万余用户供气。
淳安杭燃燃气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丰家
山应急气源站的投运，可为 1 万户左右的居民用户
提供 7 天以上的用气保障。

龙山夜话
刘云海
···

春暖茶飘香
当前正值春茶生产大忙时节，位于临岐镇的淳安县千岛湖小龙井茶厂炒茶车间里机声如歌，空气中弥漫
着淡淡的茶香，20 余台炒茶机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杀青、揉捻、干燥等生产程序有条不紊进行，到处是一派
春暖茶飘香的喜人场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余荣华 摄

植树节期间
春风再度吹绿千岛湖畔
本报记者、通讯员综合报道
···· ·······
又逢植树节，千岛湖畔植
绿种彩的人群交相忙碌，
“影像
重叠”。
3 月 13 日，
在宋村乡云港口

通讯员 吴荟
··· ··
连日来，县交通运输局的女职工们徜徉在深情
感悟和激情快乐中，该局妇联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
动环环紧扣，
项项精彩。
伴随着“春游+步行”活动，水下古城文化科技
主题乐园游园活动拉开序幕，
紧接着展开的
“巾帼植
树.护绿行动”，更是将系列活动推升到更高的热
度。期间还组织开展了女职工维权和关爱女性健康
讲座以及
“巾帼文明.平等促和谐行动”
。
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了交通女员工的文化生
活，激发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继而凝聚淳安交通巾
帼力量，
共建共享美好未来。

湖国民山庄的吴钱斌希望通过本次大
赛，能够和同行们切磋切磋厨艺，也让
游客们恋上千岛湖的美食。
据了解，在千岛湖滨江希尔顿度
假酒店和千岛湖饭店两个分会场，技
能比拼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赏花
“打卡”
请带上文明

街面横幅有点乱
城管处置很果断

通讯员 王玉娇 记者 张婧
··· ··· ·· ··

城乡新闻

通讯员 汪婷 摄

村湖畔植树现场，
由市县民盟成
员、宋村乡青年志愿者组成的植
树小分队争相挥锨培土，
个个干
劲十足、热情高涨。现场共种植
银杏树苗 300 余株，
天蓝、树绿、
水清点缀其中，
一个约 500 平方

米的道路绿化景观带显现而
出。据悉，
此次活动是杭州市民
盟、社科院开展
“三服务”
基层群
众走访的第一站。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青溪新
城中队联合新城社区、滨江物
业和一些热心市民，共同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种植桂花树、枇
杷树、桃树等共计 80 余棵。此
外，还联手滨江物业与市民，种
下一颗红花檵木作为共建树，
寓意新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继续蓬勃发展。鸠坑中小金塔
校区的孩子们自己动手，种植
自己喜欢的小植物，然后集中
评出大家眼中最美的小植物。
左口小学党组织以结对村为阵
地，融会互动，组织了“许美好
愿 望 ，献 绿 色 爱 心 ”植 树 节 活
动，与塘边村干部群众一起，打
造猕猴桃等水果基地，为美丽
乡村再添新绿。

春光明媚无限好，踏青赏花正当时。美丽的风
景开启了春天的视觉盛宴，然而，
在如此多彩的季节
里，却也有许多不文明的细节丑化了春光的美好：踩
到花丛中去拍照，有了美景没了素质；随手丢垃圾，
也丢掉了文明；摘下花枝带走，却遗失了道德。
据报道，去年，在杭州滨江左岸万国花园内，种
了快三年的粉黛乱子草，由“花海”
变成了
“人海”，
不
少人踩进花田，
躺在粉黛乱子草上，
拍着美美的照片，
而身后的粉黛乱子草，
被压弯了腰，
压进了泥土里。
曾读到过这么一则故事，有位中国教授到德国
去任教，一次驾着车和德国同事去听课，
途中下起了
雨，恰好又是下班和放学的时间，中国教授不停地按
喇叭，希望能快速前进，而德国同事却让他走旁边一
条还没有修好的道路。德国同事告诉他，下雨天他
们本来就比行人要坐得舒服，如果把雨水溅到行人
的身上，弄脏了别人的衣服，那就是对别人的不尊
重。在这里，文明就是一次换位的思考以及对别人
的尊重，在经济发达的德国，能有井然的交通秩序，
这和公民的整体文明是分不开的。
赏花“打卡”请带上文明。奉劝各位市民，踏青
莫“踩青”，赏花莫
“伤花”
，要用我们的文明呵护每一
株绽放的花朵，呵护城市的文明形象。

立此存照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通讯员方小毅骑行绿道
某段按快门。程就配诗。

左轮死死压草甸，
左轮死死压草甸，
右轮重重碾路面；
右轮重重碾路面
；
这辆车子真随便，
这辆车子真随便
，
骑行道上触红线。
骑行道上触红线
。

文明野蛮易分辨，
文明野蛮易分辨，
一言一行总应验；
一言一行总应验
；
劝君莫要太犯贱，
劝君莫要太犯贱
，
惹得人人来讨厌。
惹得人人来讨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