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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虽然眼下距离“双 11”
还有些时日，但电商市场却已“硝
烟”四起。记者从部分本地电商处
了解到，目前他们已经做好策划、
筹备等相关前期工作，准备以良好
姿态应对即将到来的“双 11”购物
狂欢大潮。

近日，记者在清港文旦小镇电
商园看到，几间敞开着大门的仓库
里，为“双 11”准备的货品堆得老
高。

入驻这一层的电商——皇家囡
囡潮牌童装是这里较早涉足童装领
域的电商企业，运作至今已有5年时
间，由于经验丰富，目前已经在网
络销售上打开了一片天地。不过，
为了在今年的“双 11”中再次大获

全胜，“皇家囡囡”从10月中旬就开
始精心准备，在其仓库及设计打版
车间内，包装、剪裁、缝制，到处
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在清港文旦小镇电商园内，像
“皇家囡囡”这样的电商企业还有好
多家，当中也不乏主推玉环当地特
色农副产品的电商，玉环纯果乐文
旦果园就是其中一家。

借今年“双 11”的网购潮，玉
环纯果乐文旦果园开展了多项优惠
活动，例如推出纸盒、礼盒包装等
多个款式，同时下单后，还会在平
时的价格基础上进行现金减免优惠
等，目前前期策划和各项准备基本
完成。

同样的，在我市支柱产业——

水暖阀门行业中，不少企业也嗅到
了“双11”的商机。

在台州吉斯特卫浴有限公司办
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各自专注地盯
着电脑，或进行客服回复，或进行
数据分析；办公室外的仓库内，货
架上整齐叠放着大量货物，几名工
人正在按照订单打包产品。

“这几天，我们的订单量和页
面浏览量都有了明显增长，日订单
量达1000多单，浏览量保持在1.2万
左右，预计‘双 11’当天订单量会
是平时的 5到 8倍。”台州吉斯特卫
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玉玲说道，
为此企业备足了货源和人力，确保
第一时间发货。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相比

往年，今年不少电商企业为了让产
品更具吸引力，纷纷在店铺界面和
产品美工上下足功夫。

台州焰鼎酒店用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销售高级酒店用品的电商企
业，在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拥有5
家网店，其中 2家参加“双 11”活
动。这几天，企业专门将店铺里的
产品照片、店铺界面等重新“装
修”了一番，增加了“双 11”等醒
目标语。“越是大型活动，越要注重
细节，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让顾
客拥有更好的购物体验，预计今年

‘双11’销售额在7万元左右。”台州
焰鼎酒店用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吴
煜信心满满地说道。

（林怡 王敬）

“双十一”未到硝烟已起

本地电商全力备战冲销量

本报讯 连日来，由市消防铁拳
办、市应急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成的
联合检查组，对我市使用瓶装燃气
的生产企业开展全面检查。

10月 22日，联合检查组人员走
进位于楚门镇金帆路的玉环佳宇阀
门有限公司。在金工车间，只见两
只罐装氧气瓶被放置在进门处墙

角，瓶口分别被接上了2根数米长的
红色胶管。根据相关规定，各种气
体连接胶管长度不应超过两米。

“这种胶管的安全距离是 2
米，超过 2 米的就应该换成铁管，
这样比较安全。”市应急管理局工作
人员钟鹏飞说道。经仔细检查，检
查人员发现红色胶管的另一头连接
着 1 个喷嘴，被摆放在一块铁皮
上，铁皮表面灰白色的痕迹表明这
里曾使用过明火，这又是一个安全
隐患。

在距离 2只氧气瓶右侧 1米处，
还有一只装有压力表的煤气瓶。根
据相关规定，不同气瓶间须保持5米
以上的安全距离。“2个气瓶的距离
在5米以内，万一气体泄漏混合，就

会有爆炸风险。”钟鹏飞解释道。在
了解了存在的安全隐患后，该公司
生产部经理表示会立即整改。

在浙江普赛斯传动机械有限公
司，检查人员发现，气体储藏间被
单独设立在厂房外侧的空地上，门
口放了一整排灭火器。走进储藏
间，10平方米的空间内摆放着 8瓶 1
米多高的煤气瓶。但按照相关规
定，煤气瓶存放的数量不得超过该
企业2天的气体用量。

“这是他们换下来的空瓶子，
等会就拉走。”浙江普赛斯传动机械
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蒋建向检查人
员解释道。但检查人员认为这是不
可行的，也是不允许的。

玉环昌资阀门厂是经营阀门及

其配件制造加工的企业，为了存放
煤气，该厂专门隔了一个房间当作
供气间，里面满满当当摆了9个煤气
瓶。由于该企业每日用气量较大，
在气体储存的量上并没有违反规
定，但该企业却将煤气瓶分成好几
组，每3个煤气瓶为一组，串联起来
使用，存有安全隐患。

据了解，自开展燃气行业安全
专项检查以来，截至目前，联合检
查组已检查全市相关燃气大小企业
1200多家，其中罐装企业507家，大
多存在气瓶存放数量过多、不同易
燃易爆气体储存过近、气瓶混放等
违规用气现象，对此，都要求责令
当场整改或限期整改到位。

（林怡）

部分企业用气不规范存安全隐患

联合检查组逐一“挑刺”责令整改

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废旧电池应该扔进橙色的有害垃圾桶里”10月28日上午，在龙溪

镇金色童年幼儿园，一位老师正向小朋友们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指导孩子们正确分类投放垃圾，从小
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 詹智 摄

本报讯 家住玉城街道的小张最近十分开
心，感觉像中了彩票一样，8年前他被人骗了 5
万元，本已不抱任何希望，结果案件最近被民
警侦破，钱追回来了。

事情还要从 2011 年 7 月的一天说起。当
时，小张从事金属废料回收生意，一天他开车
经过一家金属配件加工厂时，看到门口堆了不
少铁屑，便想找老板洽谈生意。还未进门，厂
里出来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老板，于是小张
便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一番商谈，该男子答应小张今后将铁屑都
卖给他，但是需要一点押金。刚开始，男子开
口3万元，后来又要了2万元，小张急于想要做
成这笔生意，便回家找亲戚凑钱。

凑齐钱交上了押金，小张拿着收据心满意
足地离开了。几天后，当他开着货车来拉铁屑
时，却发现事情不对。工厂里，一个男人告诉
小张，自己才是工厂老板。小张慌了神，赶紧
回拨之前的联系电话，可对方早已关机。小张
连忙去坎门派出所报了案。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在收条上所
留的姓名并非真实姓名，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
制，当时这个案件一直没有进展。时隔8年，坎
门派出所民警一直在关注，从未放弃。终于在
今年9月，民警通过“大数据围城”技术，发现
坎门街道杨某存在作案嫌疑。

原来当时杨某作案后，为了逃避法律责
任，8年来一直躲在外地。在民警查实他的身份
信息后，多次到他家对其家人进行教育劝导，
最终杨某选择来到坎门派出所投案自首。据犯
罪嫌疑人杨某交代，当年他因经济拮据想去那
家加工厂找工作，出门时遇到了来询问生意的
小张，于是动起了歪脑筋。 （李藏露 徐有弟）

“大数据”揪出骗子
8年后5万元被悉数追回

本报讯 眼下正值秋收
季节，10月 26日上午，在
芦浦镇西塘村，种粮大户
林兴奎的百亩稻田迎来了

“收割”大军——100 多名
来自市外国语学校的初中
生，他们在田野里开心地
学习割稻。

在黄澄澄的稻田里，
远远就能看见星星点点的
蓝白色校服。“左手拢紧水
稻，右手拿镰刀，注意不
要伤到手……”在林兴奎
的指导下，同学们手持镰
刀，俯身下腰，认真地割
起了稻子，然后利索地把
割下的稻子整理堆放好。

初一 （3） 班的柳博文
蹲在田埂，一手抓住稻草，
一手挥起镰刀，不一会儿，
割下的水稻就垒成了“小
山”，此时他已是满头大汗。

“收割水稻没有想象
中那么容易，非常辛苦。
但 是 ， 跟 同 伴 们 一 起 协
作，组成一条‘流水线’，
效率就会提高很多。”柳博

文捶了捶腰说，“看着自己
割下来的稻子越堆越高，
非常有成就感。”

“原来割水稻也有很
多讲究，例如要割整齐，
剩 下 的 水 稻 杆 高 度 要 一
致，后面的工作才能够比
较轻松。”初一 （1） 班的
谢俞淇则对割水稻印象很
是深刻，她说，体会过才
会更加珍惜劳动成果，今
后也会更加珍惜粮食。

随行家长马俊杰欣慰
地说：“把课堂延伸到大自
然，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
会感恩和团结协作，体会
到劳动的快乐，相信通过
这次活动他们肯定会有很
多收获。”

活动中，市外国语学
校还将“奋进农场”农耕
教育基地的牌匾授予林兴
奎，希望通过学农讲座、
学农参观、学农实践体验
等形式开展学农教育实践
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李敏敏）

把课堂搬到田野

百余名学生学割稻

本报讯 进入 10月，暑
气消减，秋意渐浓，旅游
市场迎来“换季”，众多赏
秋线路全面上架，成为大
多数游客的首选，以赏秋
为主题的特色旅游产品预
订随之升温。连日来，记
者走访城区多家旅行社了
解到，近期有很多市民前
来咨询赏秋相关线路，“银
发族”则成了出游主力。

走进浙江乐游全域国
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门市接待员章丹敏正忙着
接听电话、回复微信，为
有意向的客户答疑。章丹
敏告诉记者，初秋是“银
发族”出行的好时段，赏
秋游主要围绕采摘、美食
及登山等主题展开。由于
目前机票、酒店等价格下
降，相关秋游线路价格都
非常划算。

“早在9月我们就开始

推出赏秋路线，从目前旅
行社报名情况看，老年团
比 较 喜 欢 的 是 杭 州 、 绍
兴、象山等地的一至两日
赏秋线路。”章丹敏说。

“10月中旬到 12月是
一年中的旅游淡季，也是
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凭借
祖国美丽的秋色，国内游
热门目的地三亚、丽江、
北京、桂林、张家界等，
价格方面均有不同幅度下
调，部分直降千元。”玉环
大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陈芬芬说。

此外，随着丰收时节
的到来，我市的“文旦采
摘游”也搭上了赏秋游的
班车。“最近我们陆续上线
了文旦采摘游等具有玉环
特色的旅游产品，吸引了
不少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游
览。”陈芬芬说。

（李敏敏）

秋意浓赏秋线路升温
“银发族”成出游主力

本报讯 近日，我市受
冷空气影响，气温骤降，
医院门诊量也有所攀升。
10月 28日上午，记者从市
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就
诊患者多为呼吸道感染、
腹泻等常见“节气病”。

“ 就 是 这 几 天 有 鼻
涕，一到室外就咳嗽。晚
上的时候咳得不多，应该
是感冒了吧。”当天上午，
王女士带着5岁女儿来到市
人民医院，她说这几天气
温低风又大，女儿出现了
流涕和咳嗽的情况。

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
任蔡行平介绍，进入霜降
节气，季节交替容易使身
体比较虚弱的老人和小孩
不适应季节变化，导致出
现感冒、皮肤干燥、上火

等症状，中医理论认为这
些都是常见的“节气病”。

中医师建议，季节交
替，体质较弱的病人可以
吃点补药进行调理，促进
体内血液循环，增加身体
阳气，从而增强自身免疫
力，对预防和治疗感冒都
有很好的疗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秋天运动不要出太多汗，
因为秋季温差比较大，要
适 当 增 减 衣 物 、 注 意 保
暖，特别是中老年人要预
防原发病，比如支气管疾
病、高血压等，可选择做
养 生 操 、 八 段 锦 、 太 极
拳、球类等活动，还要切
记多喝水，促进代谢和排
毒 ， 起 到 滋 阴 润 燥 的 作
用。 （林俐 王华超）

换季时节“节气病”增多
医生：“内外”调理强免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