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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今年4月，稠城街道发布了全市
首个“食品安全指数”，通过五大模块
34项评价指标，呈现餐饮单位动态评
价结果。作为全市首批“食品安全指
数”用户，稠城街道范围内的150多家
餐馆率先迈入指数时代，为消费者绘
制稠城美食地图。

如今，7个多月过去了，这项工作
进展如何，有没有新的突破？

记者从11月28日上午举行的稠
城街道食安指数平台验收评审会上
获悉，截至目前，义乌有6个镇街上
线食品安全指数平台，其中稠城街道
分数最高。从全市34个社区排名情
况看，胜利社区、银苑社区、绣湖社区
位居前三。

“上午9点至晚上9点，监控将对
厨房可视范围内的一些不规范行为
进行自动抓拍，并实时上传，在手机

上安装了义乌食安指数APP的每位
用户，都可以实时查看并进行评价或
投诉。作业人员不戴口罩、玩手机、卫
生保洁不到位等都会被抓拍。”推出

“机械抓拍”是当天评审会的主要议
题，技术方负责人一边现场演示，一
边解释说明。

作为义乌市的中心主城区，稠
城街道商业街区众多，餐饮业蓬勃
发展，食品安全工作任务重、压力
大。为切实保障辖区食品安全，稠城
街道在食品安全工作中全面落实党
政同责的要求，街道和市场监管所
携手，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有效管
理机制。

11月29日，银都酒店试行“机械
抓拍”，意味着稠城食品安全治理进入
人工智能时代。他们通过人工智能，将
后厨从过去的幕后推到了前台，餐馆
厨房从过去的“闲人免进”变成了“晒”
上网，从自查自纠和部门监管拓展到

社会监督，有效提升了食品安全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

当天上午9时30分左右，记者
来到银都酒店，只见厨房门口墙上
有数块电子显示屏，其中一块是有
关食安指数的，监控地点主要是厨
房的切配区和灶台。“本来管理就规
范，知道有抓拍功能后，大伙更加警
醒，不敢有丝毫懈怠。”酒店后厨相
关负责人直言，这个举措的震慑力
还是很大的。

据了解，食品安全指数是反映食
品安全状况的动态“数字温度计”，由
信息公开、过程阳光、公众参与、主体
自律、政府监管五个模块构成，每个模
块下再由若干个相关指标组成完整的
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的餐饮店将由此
得出不同的指数，指数区间为0—100
分，监管者、经营者、消费者依据具体
数据各取所需。

运行期间，餐馆经营者主动上传

基本证照信息，物联网设备正常运
行，并按规定完成日检、周查、月落
实等，都可以为自己“加分”。同时，
食安指数还汇聚了监管部门日常检
查和来自消费者的数据。比如，消费
者的好评会在食安指数后台折合
成一定分数，为店铺的食安指数

“加分”；消费者对餐饮店拍照反馈
或“投诉”，店家三天内未处理的，
每次扣0 . 1分，直至扣完4分，其
中，指数排名最后5%的餐饮单位
被列入餐饮单位“黑榜”。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稠城
街道有600家左右大中型餐馆，大
部分都已开通食安指数。今后稠城
街道和市场监管所将积极对接技术
开发方，在对辖区餐馆陆续推行“机
械抓拍”，并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一
些不足之处进行修改和完善，以治
理能力的提升倒逼餐饮单位管理转
型升级。

攒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日前，记者行走在苏溪镇新乐村
的村道上，眼前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砖
一台阶一老物件都带上了淳朴之感，
家家户户的庭院里点缀着花花草草，
美丽又芬芳，房前屋后干净无比。美丽
风景加上卓有成效的党建工作，新乐
村成为义乌市各镇街及周边县市区参
观学习的“香饽饽”。

“刚刚送走一批客人，村里能有现
在的成绩，除了干部、党员、村民代表
三支队伍建设外，还离不开村里妇女
的力量。”新乐村村委主任楼鸿鑫对记
者说。

“女人都是爱美的，不仅把自己打
扮得漂漂亮亮，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
齐，还扮靓了我们共同的家园。”新乐
村妇女主任傅旭婷自豪地说。

新乐村由新乐、前徐、里渭水塘、
外渭水塘、周村等5个自然村组成，共
有户籍人口1150余人。2016年，全市
掀起了城乡环境整治“十佳村”争创活
动，村两委组织了一支妇联队伍，积极
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一个月后，成
功摘得“十佳村”，增强了全体村民的

自信心和凝聚力，大家的文明意识越
来越强。

2017年4月，新乐村开始推行垃
圾分类，妇联团队成员就带头做好自
家的垃圾分类工作，还主动当起垃圾

分类宣传员和监督员。
那么，如何使垃圾分类做得更

好呢？新乐村村两委成员多次去周
边县市区考察取经，总结归纳了他
们的优点，因地制宜地把学到的经

验运用到村里。
“生活中，家庭是垃圾产生的

重要源头，妇女又是垃圾分类的
重要参与者，发挥妇女的作用，能
够撑起垃圾分类的‘半边天’。”傅
旭婷说，为了使生活垃圾从源头
上“大减量”，妇联团队成员不定
期上门指导联系家庭，引导村民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值得一提的
是，在新乐村，村民可通过考拉
APP自查上报垃圾分类情况，累
积一定数额的积分，就可在村内

“积分超市”兑换洗衣粉、洗手液、
食用盐等礼品。

如今，新乐村妇女团队成员已
经从原先16人增加到38人，在妇女
们的同心协力下，垃圾分类绿色环
保的理念也开始在每个村民的心中
扎根。“垃圾分类工作是大事、好事，
更是实事。”苏溪镇妇联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她们将总结
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努力做好宣
传普及、示范带动、源头减量三篇

“文章”，着力为垃圾分类工作贡献
巾帼力量，让绿色生活成为大家的
生活习惯。

攒通 讯 员 宗琳玲 张繁飞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本报讯“是119吗？快来
救一下我爸，他现在很危险！”
11月27日，义亭镇车路村的藕
塘里，一名老人为了捞鱼身陷
泥潭中，腰部以下全被淤泥淹
没，进退两难。8时43分，市消
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立即
调派救援力量前往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时，被困者已身陷偌大一个池
塘中央，由于水被抽干，老人的
下半身已完全被淤泥牢牢地包
裹住，动弹不得。

情势危急，现场指挥员立
即组织救援经验丰富的队员展
开营救。老人所处的位置周围
都是淤泥，加上他年事已高，所
以为了避免二次伤害，不能将

其强行拉出。“我们在附近找了
一块板当梯子朝老人慢慢靠
近，再从消防车上接了两根水
带，用水把老人身边的淤泥冲
开。”参与救援的专职消防员
说。由于气温较低，老人的下肢
已麻木，一度体力不支。救援人
员冲刷掉老人脚下的淤泥后，
为他腾出了活动空间，又迅速
将他移送到救生圈上。经过约
40分钟的紧张救援，老人被成
功拉到岸边。

经过现场医护人员检查，
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据被困者
家属说，老人姓陈，今年72岁。
由于最近藕塘干涸，早晨6点
多，他去池塘里捞鱼，但家人许
久未见他回来，就马上出门寻
找，发现他被困于池塘中央。当
时，老人陷在藕塘里已有两三
个小时了。

攒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从一张招揽卖淫
嫖娼的卡片上发现线索，义乌
警方历时4个月，成功打掉了
一个利用卡片组织卖淫的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2人、其
他违法人员83人。

近期，不少停车场的小车
上时不时会被放置几张小卡
片，上面标有“情感陪护”“激情
少妇”等字样，印有穿着暴露的
女性图案，有些还“直言”可提
供性服务。

由于卡片上的电话非实名
注册，锁定嫌疑人比较困难。为
了调查取证，办案民警打电话
假意咨询，可对方十分警惕，不
轻易告知场所。团伙中的卖淫
女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往往开

豪车，出入高档酒店，在同一地
方停留时间很短，经常更换酒
店，平日里也居无定所。

通过零碎线索掌握到一些
情况，再结合卡片内容顺藤摸
瓜，警方发现该卖淫团伙在全
国流窜作案，分散地域广、流动
性大、隐蔽性强。据悉，该团伙
的“鸡头”是一名姓白的女子，
对外自称从事“卖茶”生意。今
年年初，人在湖北的白某通过
远程操控，将“生意”拓展到义
乌，通过朋友圈、微信群及散布
卡片等方式发布招嫖信息。

市公安局治安分局摸清了
情况，带领由各派出所派出的
精干力量，对全国各地已查明
身份的涉案人员实施抓捕，将
这个层级复杂、犯罪时间较长
的卖淫网络组织一网打尽。

攒通 讯 员 金南星

全媒体记者 柳 青

11月28日，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四医院肿瘤科正式开
科，全新肿瘤科病房启用，为医
院全力争创“三甲”、打造浙中
医疗高地增添助力。

12月，浙大四院肿瘤科将
举办“肿瘤科开科名医义诊
月”公益活动，邀请国内重量
级肿瘤专家来院义诊。义诊
的具体日程安排为：12月5日
上午，浙二放疗科主任魏启
春；12月11日下午，浙二放疗
科副主任沈俐；12月16日上
午，浙四肿瘤科副主任李德
智；12月26日下午，浙二肿瘤
内科副主任沈虹；12月28日，
四川华西医院胸部肿瘤科主
任卢铀义诊、查房。义诊号提
前7天预约、每天下午3点放
号 ，感 兴 趣 的市民 可 通 过

96150、医院电话和微信公众
号咨询预约。

肿瘤科是浙大四院的重点
建设学科，科室技术力量雄厚，
诊疗设备先进，科室医生均具
有博士或硕士以上学历，并长
期从事肿瘤临床诊疗、科研教
学工作，临床经验丰富。其中，
肿瘤科负责人李德智是浙大四
院2019年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从事肿瘤放化疗工作20余年，
擅长各种肿瘤性疾病的个体化
精准综合治疗。

目前，浙大四院肿瘤科门
诊、病房均已开放，开展各种
恶性肿瘤的规范化、个体化
诊疗，针对不同肿瘤疾患，汇
同各相关科室开展MDT多学
科团队合作诊疗，让病人得
到准确有效的治疗。下一步，
浙大四院肿瘤科将依托浙江
大学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
肿瘤精准医学研究所，助力
打造浙中西部地区高端肿瘤
防治中心，为浙中百姓提供
优质的肿瘤治疗服务，提高
肿瘤患者就医获得感。

恒风20层智能立体停车库进入调试阶段
争取年底投入试运营

一栋智能立体停车库，方便、操作
简单、停车位充足，既能节约占地面
积，又解决了市民的停车难题，同时有
效缓解周边交通压力，如此令人艳羡
和期待的高科技停车库，很快就能和
大家见面了。日前，记者从恒风集团
了解到，位于工人北路与诚信大道交
叉口的恒风智能立体停车库已完成
主体建设，目前已进入调试阶段，争
取年底投入试运营。

304个停车位破解周边停车难

据了解，目前我市机动车保有量
已超60万辆，市民在享受私家车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停车难、交通拥
堵等烦恼。此前，恒风集团在诚信大道
与稠州北路交叉口建设的恒风大厦及
智能立体停车库，是集公寓、商务、餐
饮、购物、停车、办公、汽车配套等功能
为一体的综合性商服项目。其中，该智
能 立 体 停 车 库 总 建 筑 面 积 达
11897 . 57平方米，车库基层底面积为
1231 . 88平方米，设计规模达20层，高
约46米，共304个车位。

“其实，义乌也有几家两三层的
智能停车库，但像这样20层的智能
立体停车库还是第一家。”恒风集团
置业分公司总经理朱忠升表示。据
悉，该智能立体停车库地段优越，旁
边是恒风大厦，不远处是日客流量
达30万人次的国际商贸城，其周边
拥有商位7万个、上市公司20余家、
从业人员20多万，已形成国际、国内
高端办公人群的聚集地；隔街对望
国际商贸城客运中心，周边1 . 5公里
黄金圈囊括金融商务区、新光汇商
圈、义乌港等城市配套设施。

截至目前，恒风大厦已建设完成，

嘉恒公寓285套公寓业主正陆续装修
入住，恒风大厦招商招租工作全面展
开，全季酒店、鹿寅影城、YC24小时健
身、研磨咖啡、麦当劳等一批商业即将
入驻。该智能立体停车库也已建设完
成，立体车库共拥有8台智能停车运
营机组，目前正在进行机组设备手动
调试、自动程序调试、每个车位实体车
辆停车测试等，投入运营后将为周边
人群提供更好的停车服务。

自动化操作让停车更“智慧”

“等到这个智能立体停车库试运
营，来这边办事就会方便许多。”家住北
苑四季社区的吴先生表示，他从去年知
道这里有个立体停车库，就一直很期待，
希望能第一时间体验这个“高科技”。

“与传统的停车库相比，智能立体
停车库的优点还是很多的。”朱忠升表
示。立体停车库不仅自动化程度高，还

大大节约占地面积，其智能化功能
还能够提前预测车库里有没有剩余
车位、一站式停取车等。据悉，为了
便于后续运营，地下一层与地面一层
均设置了进车口，出车口在地面一
层，相应智能停车程序已调整。同时，
智能停车系统能为车主提供停车引
导、自动存取指定车位、上下限位保
护、越层保护等服务。后期，该智能立
体停车库将同“恒风行”APP相结合，
实现手机互联预约功能。

“把车停在上面很放心，过来取
车时也很方便，根本不存在找不到
车的情况，省时省力。”吴先生表示。
智能立体停车库实现了便捷自动化
停车取车，该模式有望成为解决城
市停车难的一把新“钥匙”，在有限
的空间内大大增加停车位数量，未
来市场潜力无限。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浙大四院肿瘤科开科
汇聚国内专家，惠民义诊活动即将启动

医线传真

假卖茶 真卖淫

一张卡片牵出一个犯罪团伙

七旬老人捞鱼身陷泥潭

消防救援人员巧妙施救

攒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王 宸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联运
有限公司的出租车司机赵师傅
在出租车内搞卫生并准备交接
班时，在后备箱内发现4个包
裹，其中有一只包裹的物品摸
起来像几捆现金。

“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我
都得尽快找到失主，不然失主
会很着急。”赵师傅顾不上交接
班，立即向公司汇报情况，正巧
公司也接到警方的协查通报，
称一名外商乘坐出租车时遗失
了贵重物品。于是，公司让赵师
傅保管好失物，在原地等候，并

通知失主马上前来领取。等到
失主到场领失物时，赵师傅打
开包裹一看，这才知道里面装
的是23万元人民币。

原来当天上午，3名外商
和一名翻译乘赵师傅的出租车
从商贸区前往新的青口物流
园，到达目的地后，外商支付车
费后便下了车，赵师傅曾提醒
带好随身物品。粗心的外商在
物流园仓库里准备付货款时，
才发现货款落在了出租车上，
于是报警寻找。

“真的谢谢你们，这对我们
太重要了，你们义乌的出租车
驾驶员，棒！”外商用一口流利
的中文连连表示感谢。

外商打的遗落巨额现金

出租司机发现物归原主

手机安装个APP，哪家餐馆后厨不卫生一目了然

稠城食品安全治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

苏溪新乐村垃圾分类有支巾帼宣传队

上窄下宽的建筑为智能立体停车库（效果图）。

社区生活圈

妇女们在检查垃圾分类情况。

智能立体停车库已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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