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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郑红、吕红
星、林云肖报道“按照《温岭市网
络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违法
违规行为记分管理规定（试行）》，
本次检查你店被记12分，我局将
抄告第三方平台对你店进行下线
处理，请积极配合，及时整改，整改
后可恢复上线。”近日，温岭市太平
街道一家川菜店因多人健康证过
期、餐具未消毒、虫害滋生等原因
被外卖平台下线。

这一举措是温岭市市场监管
局着眼“互联网+食品监管”，在全
省率先实施的网络餐饮“记分制”
管理制度。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投诉增多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
网络订餐以其高效、方便、快捷，迅
速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网络餐饮
服务提供者数量急剧增加。

网络订餐不断发展，网络餐饮

食品安全投诉举报随之增多，
2018年全年该市的网络订餐投诉
举报为26件，2019年1月至今已
有52件。

“网络餐饮监管一直是令人头
痛的难题。”温岭市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笔者，网络餐饮服务
提供者多为小微餐饮，如果按照

“三小一摊”规定进行处罚，往往处
罚金额较低，达不到警示教育作
用，而对监管人员来说警告之后再
罚款的处罚程序太过复杂，不利于
操作。

为改善这一情况，根据温岭市
网络餐饮的实际情况，该局积极探
索网络餐饮长效管理措施，创新性
研究制定《温岭市网络餐饮服务提
供者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
管理规定（试行）》，打造起网络餐
饮健康生态环境。

“记分制”以一年度12分为记
分周期，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

一月一巡查、监管人员日常巡查，
对辖区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违
法违规行为予以累计扣分，根据扣
分情况实施动态分类处置。

以下线手段管线上餐饮

“‘记分制’紧扣食品安全要
求，将记分情形细化为7类一般情
形和5类严重情形，清单式列明检
查项目、检查内容和记分分值，规
范告知，让广大网络餐饮服务提供
者被扣得明白，明确自身不足。”温
岭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监管
部门也提供销分渠道，对经复核需
更正记分的会及时予以更正，记分
后按规定履行处罚、完成整改、开
展再培训的则会消除分数。

为更好实施这项制度，该局积
极搭建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平台，
建立网络餐饮基本数据库，实现数
据开放，打通监管部门和餐饮服务
经营者之间的信息流转和共享渠
道。依托平台，对内分配现场核查
权限，监管人员对巡察中发现的扣
分项目通过拍照上传，由系统自动
生成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告知单，同
时对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的企
业，后台将自动筛选形成抄告名
单。

该平台实时对外开放，网络餐
饮服务提供者可随时查询店铺违
法违规行为记分动态，并可自行上
传整改照片，实现记分管理流程线
上流转。

借力“网络平台管网络餐
饮，下线手段管线上餐饮”，该局
与“美团”“饿了么”等网络订餐
服务平台建立联动协作机制，打
出“下线处理”硬招，对网络餐饮
服务提供者形成震慑。对存在
无证无照、制售“三无”产品、销
售超过保质期或变质食品等5类
严重违法违规情节的，实施一票
否决，直接下线处理。将记分管
理与日常动态评级相结合，一年
内记分达12分，动态等级一般的
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直接下
线；动态等级为优秀、良好的，降
级为一般，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参加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明，未
完成者予以下线。

一年内记分达12分会被外卖平台作下线处理

温岭在全省率先试行
网络餐饮“记分制”管理

在“119”消防日即将到来之
际，昨日，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
快乐宝贝幼儿园组织小朋友开展

消防知识普及和消防逃生演练活
动。桐屿派出所的警察叔叔教育
小朋友不能玩火，以及在遇到火

灾险境时如何有序撤离，并组织
小朋友进行模拟演练。

通讯员蒋友青 摄

通讯员邓其锋、蓝倞报道
2019年11月5日上午8点，秋日
的暖阳洒进丽水市万地爱心儿童
福利院。

在这所像幼儿园一样的儿童
福利院里，吃完早饭的20多个孩
子在花坛旁嬉戏，他们有大有小，
有的跛着脚，有的甩着单臂，有的
歪着脑袋，有的流着口水……欢笑

声中，夹杂着“咿咿呀呀”的声音。
“嘎吱”，侧门开了，一位中年

女人悄悄地走进院子，留着齐耳短
发的她微笑着在不远处站定，深情
地看着这群“漂亮的宝贝们”。

“妈咪来了！”眼尖的孩子发现
了她，跑了过去。“妈咪！”“妈咪！”

“妈咪！”……其他孩子随之争先恐
后地拥了上来，她蹲下身子，抱起

最小个的孩子，亲了亲脸蛋，又逐
个摸了摸孩子们的小脑袋，带他们
玩起了“老鹰捉小鸡”。

孩子们的“妈咪”名叫楼雅佳，
是这家儿童福利院的党支部书记、
主持工作的副院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21岁
到41岁，从“雅姐”到“妈咪”，从陪
伴到成长，20年里，楼雅佳把党的
温暖洒进330名孤残孩子的心田，
被大家称为“阳光妈妈”。

“我要留下来照顾你们”
一个决定开启了恤孤事业

11月 4日，这一天是楼雅佳
与5岁孤残儿童小莹分别的日子
——在省民政厅办理手续后，楼雅
佳把亲手养大的“女儿”交给了收
养她的人家，不等告别，她就急匆
匆地“逃”走了。

前一天，楼雅佳把小莹带往杭
州时，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小莹
还乖乖地坐在楼雅佳怀里，仰起
头，天真地问：“妈咪，新妈妈会像
你一样对我好吗？”

楼雅佳紧紧握住小莹的小手，
轻声地安慰她：“你那么可爱，谁见
了都会喜欢的。”

返回丽水的车子一启动，楼雅
佳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那头，

小莹在大哭，一声声地喊“妈咪”。
“每次都是这样，送走一个孩

子，我都要快快地‘逃走’。这是为
他们和新父母更好融合！没办法
……”楼雅佳忍着泪水，挂断电话，
头转向车窗。

从接进儿童福利院，到被领
养，楼雅佳经历过太多的分别。也
正是19年前的一场“分别”，把楼
雅佳留在了福利院。

1999年8月20日，是楼雅佳
到莲都区儿童福利院上班的第一
天，当年她21岁。

“说实话，一开始不习惯，甚至
有点害怕，不敢靠近他们。”楼雅佳
说，刚到福利院，眼前的场景就让她
忍不住打起“退堂鼓”——那里的孩
子有唇裂的、脑瘫的、肢体不全的，
还有的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然而，楼雅佳还是尝试着去接
受那里的孩子，给他们喂饭、给他
们洗澡、教他们唱歌、陪他们做游
戏……

“难道我的事业就是陪这些特
殊的孩子一辈子？我一个年轻姑
娘怎能一直照顾他们？”虽然自己
渐渐成了福利院的“孩子王”，但工
作半年后，楼雅佳还是动摇了，向
院长请辞。

不过，令楼雅佳想不到的是，

当她回到教室整理东西，准备离开
时，教室里已是哭声一片，30多个
孩子围在一起，一个劲地哭喊：“别
走！”“别走！”半年相处，已经让孩
子们对楼雅佳产生了深深的依恋，
他们声嘶力竭的喊叫，让楼雅佳心
软了，她走到孩子们中间，哭着与
他们抱在一起。

“我要留下来照顾你们！”楼雅
佳作出了决定。听到这个消息，孩
子们欢呼雀跃……

“我会陪他们一辈子”
一句承诺一生守护

在楼雅佳的微信上，有两个群
对她很重要，一个是“常联系”，另
一个是“幸福大宅院”，群里的成员
都是楼雅佳养大的孤残孩子，小枫
就是其中之一。

初遇楼雅佳时，小枫 12岁。
“她一点都不嫌弃我们，抱我们、亲
我们、爱我们，我们都叫她‘雅
姐’。”小枫是楼雅佳照顾的第一批
孤残儿童，与楼雅佳年龄相差不
大，常常“叫着‘雅姐’，想着妈妈的
样子”。

小枫患有小儿麻痹症，需要动
大手术。2007年，楼雅佳努力争
取到国家公益治疗项目，小枫按期
到北京治疗。 （下转第4版）

在第二十个记者节到来之
际，我知道，此刻的你正在新闻
现场忙碌，抑或是在奔赴一线
的路上。在路上，是你最美的
姿态，也是这个职业的魅力之
一。

这一年来，你的收获颇多。
你走过很多路，与很多人相遇，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你住到了
村里的农家院，只为离采访对象
的生活近些、再近些；村里的河
水，你用手捧来就喝，老乡看着
你，把你当成自家人；你在最贫
困的山区采访，被跳蚤咬得浑身
是包；你在前人流血不流泪的长
征路上，在不同的时代翻越相同
的雪山和草地；地震、台风、洪
水，你总是与人群逆向而行；暗
夜里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
地的山中，你看到白色箭体上五
星红旗被灯光映照得更加鲜艳，
感到无以言表的激动；你在南极
的科考船上焦急地寻找信号，努
力从冰天雪地的世界尽头传回
报道；你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铁路
旁，紫着嘴唇采访同样忍受缺氧
环境的养路工人……

你坚信，只有离得足够近，
才能感知得足够真；只有怀着真
心，才能收获真情；只有站在时
代前沿，才能走笔世象万千。

有人说，记者是时代的哨
兵。时代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
一些人选择离开，而你坚持留
下。你是我们的眼睛，让人透过
层层云雾，像剥洋葱一样看得更
清楚；你是我们的耳朵，让人把
每个角落的声音听得更真切。
人的生活半径有限，你带着我们
跨越千山万水，穿过时间和空
间，触摸时代的脉搏，倾听人民
的声音，感知新闻事件的锐度深
度和温度。你是时代的记录者，
是我们身边的挖宝人。

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前行
者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来人。
努力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高举旗帜，引领前进的方向；深
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力
求客观反映事物全貌；努力传播
正能量，让越来越多平凡人身上
的闪光点，成为照亮中国前行的
温暖灯火；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让心与心的距离更近、理解
更深。

在这变化的世界，你一直努
力寻找变化，自己也在变化。全
媒体时代，新鲜事物层出不穷。
你像孩子一样纵情奔跑、追求新
知，勤于学习、努力转型，争做融
合 报 道 的 多 面 手 。 VR、AI、
VLOG，你用十八般武艺拥抱时
代，描绘梦想。

时光如流水淙淙，一些东西
却如河中的卵石，历久弥新，笃
定而坚强。变化之间，内心深
处，你依然是那个曾经的你——
努力擦亮眼睛、道出是非曲直，
在时代的大海中寻找最美最晶
莹的浪花。

一位哲人曾说，世界上有两
件东西震撼人心：一个是头上灿
烂的星空，一个是心中崇高的道
德。作为记者，你熬过无数的
夜，看过无数地方的星空，草原
的、山村的、海上的，甚至是露天
矿坑的星空；你见过很多人，了
解和讲述过很多关于人心的故
事。历史上，有很多前辈在战火
硝烟中殉职；今天，依然有新闻
记者牺牲在采访途中，他们是天
空中最亮的星。时光荏苒，这份
职业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着无
数后来者努力与更多人、更远的
星空相遇，一直以在路上的姿态
与荣光。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双11”促销即将来临，快递行
业将迎来全年的业务高峰。针
对部分快递企业9月起较大幅
度提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
召开快递业涉嫌垄断行为告诫
会，通报当前部分快递行业企业
存在的协同涨价、限定交易等涉
嫌垄断的违法行为，表示对于知
法犯法、屡教不改，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企业，反垄断执法机构将
绝不手软。

今年以来，尤其是“双11”
促销前夕，省市场监管局相继收
到杭州、温州、嘉兴、金华等多地
举报，反映当地部分快递企业联
合进行较大幅度提价，对涨价前
已经签订合同的商家，部分快递
企业均予以单方毁约。一些商
户想更换合作方，部分快递企业
无正当理由拒绝交易。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省
共受理快递行业投诉举报 79
起，经前期初步核查，涉嫌垄断
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一些快递企
业涉嫌协同涨价，今年9月份以
来，圆通、中通、申通、百世汇通、
韵达等快递企业先后进行较大
幅度提价，由原来的首重2.6元/
公斤上涨至4元/公斤，续重由
1~2元/公斤上涨至4元/公斤，
同时对涨价前已经签订合同的
商家，快递企业予以单方毁约；
一些快递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拒绝交易，商户投诉，因快递
费上涨，一些商户想更换合作
方，但其他快递企业均不收货，
无正当理由拒绝交易，商户只能
被动接受原合作快递企业涨价。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状

武表示，快递行业一端连接着数
以万计的生产企业和电商卖家，
一端连接着数以亿计的消费
者。尤其是在当前“双11”促销
即将来临之际，快递行业将迎来
全年的业务高峰，更要加强行业
自律，不得相互串通、联手涨价，
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
易；行业协会不得以协议、决议、
协调和口头约定等方式串通定
价、联合提价、合谋涨价。“《反垄
断法》的目标是保护市场公平竞
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致力于纠正违法行为，恢
复行业竞争状态，处罚不是目
的。但是，对于知法犯法、屡教
不改、破坏我省营商环境、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反垄断执法
机构绝不手软。”

告诫会上，省消保委要求，
各快递公司应切实履行《消法》
和浙版新《消法》的法定义务，承
担好企业的主体责任；相关快递
行业协会应采取具体措施，加强
行业自律，提升快递小哥的整体
素质，杜绝强制交易等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行为发生。下一步，省
消保委也将组织消费维权义工
和第三方调查机构，对我省快递
行业的服务质量开展消费体
察。如果体察中发现问题仍然
较多，消费者反映问题较为强
烈，省消保委将对相关快递企业
进行约谈，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
拿出彻底整改意见。

圆通、申通等快递企业代表
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表示一定
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按照公平、合法、诚实、守信
的原则，加强自律，规范经营。

一颗初心“谱”大爱
——丽水“阳光妈妈”楼雅佳20年抚育330名孤残儿童

在变化的世界
致敬不变的你

新华时评

消防演练从娃娃抓起453层卖16元，600层卖20元……

双11“盖楼”游戏
盖出不少“卖楼”黄牛

圆通、中通、申通
因涉嫌垄断被点名

省市场监管局表态反垄断绝不手软

通讯员谢斌报道 今年“双
11”，淘宝推出了“盖楼”游戏，
简单来说，就是分享链接给好
友，让好友点开链接、进入淘宝
帮你盖楼。盖楼采取的是队伍
之间的PK模式，在游戏活动期
间，每天强制入场和其他队伍
比赛，从早上9点开始，到晚上
10点结束，获胜的队伍获得红
包奖励。

为了每天薅到奖池里的金
额，“淘友们”做得最多最熟练的
事，就是帮别人盖楼和找别人盖
楼。

“盖楼”大战风起

在盖楼游戏中已连赢了十
多天的严女士，在5日那天险些

“翻车”。“白天的时候，我们队伍
遥遥领先对手，保持着1000多
层的差距，可是晚上 9点半以
后，差距突然就缩小到了 300
层。”严女士和她的小伙伴感到
事情有些蹊跷。

“对手发力了，小伙伴赶紧
盖楼，冲啊！”严女士在群里呼
吁。原本这场盖楼游戏，她只打
算随便玩玩，但后来为了应对激
烈的竞争，保持队伍的领先，她
向初中、高中、大学同学都发了
链接，“连仅仅见过一两次面的
合作伙伴，我也没有放过。”她表
示，这个游戏有些魔性，上手之
后便停不下来。

严女士在发力，对手也在发
力。她的队伍好不容易将“安全
距离”拉开到500层后，对手又
迅速将差距缩短至 100 层左
右。“他们盖楼速度怎么这么
快？白天可是有1000多层的差
距啊，完全不可思议。这里面肯
定有问题。”严女士觉得。

衍生“卖楼”黄牛

严女士在她加入的“喵币助
力群”里仔细翻阅了当天的聊天
记录，果然发现了蹊跷。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