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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陈章升 俞永
均 慈溪记者站邵滢）昨日，在经历
十多天的海上行程以及层层“体
检”之后，1600 余头澳大利亚肉
牛“搭乘”经过消毒的专车，从宁
波舟山港镇海港口抵达慈溪市现代
农业开发区的隔离场。据宁波检验
检疫局有关人士介绍，这批澳大利
亚肉牛将于 14天内完成屠宰上市，
市民最快本周可品尝到这些来自澳
大利亚的美味。

据悉，这是我省首次开展肉牛进
口业务。首批澳大利亚鲜牛肉已从本
月起通过网上预售，除供应宁波市场
外，还将销往杭州、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目
前，受年底人工、材料、配送成本的影响，
这批澳大利亚鲜牛肉的价格要比本地
鲜牛肉的价格高20%左右。今后，随着
生产成本逐渐下降，牛肉制品产量进
一步提高，澳大利亚牛肉的价格有望
与本地牛肉的价格持平。

位于慈溪市现代农业开发区的
一恒牧业是这批澳大利亚肉牛的进
口企业。“首批澳大利亚鲜牛肉将采
用贴体包装，最大程度保留牛肉鲜嫩
的口感。牛肉上市后，消费者还可以
通过‘扫一扫’追溯这些澳大利亚肉
牛生长的牧场、屠宰、包装、配送等一
系列信息。”公司负责人说，“公司计
划每年进口 10万头澳大利亚肉牛，
可供应市场25000吨新鲜牛肉。”

1600余头澳肉牛“登陆”宁波
市民最快本周可吃到新鲜澳大利亚牛肉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蔡潇） 春节临近，宁波各酒店的
卫生状况可让人放心？市卫生监
督所近日联合海曙、江北、鄞州
区卫生监督所，对全市酒店等住
宿场所展开联动检查。

检查人员一行先后来到泛太
平洋大酒店、雷迪森大酒店等
16 家住宿场所，重点检查了酒
店卫生公示情况、从业人员有效
证明、公共用具用品及卫生设施
的清洗消毒落实情况，从业人员
的清洁、保洁是否符合操作规
程，床上用品是否一客一换，被
芯、枕芯是否清洁干燥，集中空
调清洗消毒情况等。

从检查看，总体情况较好，
16 家住宿场所均开展了分色管
理。检查中发现个别场所存在清

洗消毒间设置不合理、卫生制度不
完善、集中空调清洗消毒记录不
全、回收抹布未固定存放等问题，
执法人员现场出具了卫生监督意见
书，责令限期整改。

据介绍，本次联动检查延续
到 2月 15日，其他区县(市)公共场
所重点监督检查同时进行。检查
对象除了酒店等住宿场所外，还
包括候船室、长途汽车候车室、
地铁候车室、商场、旅游接待及
景点周边中小型宾馆、旅店和星
级宾馆，以及沐浴场所等公共场
所。

卫生监督部门提醒广大市民：
在外住宿要增强卫生安全意识，维
护自身健康权益，一旦发现卫生安
全隐患，及时拨打 12345投诉举报
电话。

我市检查酒店卫生
市民发现卫生安全隐患，可拨打12345
举报电话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李飞峰） 记者昨日从我市林业局
获悉，山区普降大雪或暴雪，给
毛竹、雷竹、花木、名优茶等的
生长带来了一定影响。截至昨
日，我市林业受灾面积 14.52 万
亩，林业直接经济损失 2495 万
元。

全市各地林业部门百余名林
技专家组织 2500 余名干部群众

深入山区，面对面帮助指导林农
做好应对雨雪冰冻灾害措施。林
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据天气
预报，低温雨雪天气仍将持续一
段时间，如果持续降水、降温，
将会对林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为此，我市林业部门持续关
注雨雪冰冻天气的影响，开展技
术指导工作，通过网站发布抗灾
技术指导信息，已通过短信平台

定向推送指导信息 5768 条次。同
时，派出 5支技术指导小分队，加
强技术指导。

林技专家提醒林农：及时摇落
杨梅等果树树冠积雪；橘苗等圃地
及白砂枇杷、红美人等橘树可采用
束草、薄膜覆盖等防冻措施；若遇
连续低温，大棚设施果园应注意防
止逆温情况发生，有条件的可进行
棚内加温；待雨雪停止后，可采用

堆草烟熏，提高果园温度。积雪、
积水、结冰果园及圃地应及时清理
沟渠，破冰排水，天气转晴转暖后
进行中耕松土，防止土壤板结。

针对茶农，林技专家特别提
醒，对于低洼积水的茶园、苗圃，
要及时开沟排水，用稻草覆盖其
中，保持地面热量，减轻冻害。当
苗圃棚面积雪过厚时，应及时清除
表面积雪。

低温雨雪造成我市14.52万亩林业受灾
林业部门提醒做好防控及恢复技术措施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滕
剑明）为单亲妈妈徐女士提升职业
技能，找到“时间灵活、可以接送孩
子”的岗位；为家里有两个“书包袋”
的困难职工符女士申请“金秋助学”
延续资助，并提供相关生活救助；为
因病致贫的泗门镇企业员工干师傅
发放医疗救助金，减轻医疗费用负
担……记者近日从余姚市总工会了
解到，当地已经排摸出相关困难职
工名单，正在拟定一对一的帮扶方

案，“娘家人”的新年第一件实事就
落在了“精准扶贫”上。

当地工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实现“到 2020 年实现困难职工
同步迈入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当
地通过对建档困难职工的 100%入
户调查，全面细致摸清困难职工家
庭致困原因和困难程度，分类制定
帮扶措施，实现动态化管理，并根
据不同的致困原因，有针对性地设
计帮扶方案。“比如职工患病，我

们就把他纳入医保制度、政府医疗
救助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每年根
据实际情况予以大病救助；子女上
学困难的，以助学救助为主；遭受
意外灾害的，推动纳入政府灾害救
助，工会予以临时帮扶救助，解决
当前困难；就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不正常而转岗的困难职工，工会通
过技能培训，推动创业就业。”据
悉，自 2017 年开始，余姚市总工
会分类制定帮扶措施，开展精准化

扶贫解困模式，已实现了年度“百
名困难职工脱困”目标，让 105名
困难职工脱离了贫困线。当年度，
余姚各级工会共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3500 余人次，救助金额达 670 万
元。

在新年度中，余姚市总工会将
节日期间集中“送温暖”与常年帮
扶相结合，使困难职工家庭基本生
活有保障、子女就学不用愁、逢年
过节有改善。

量身定制困难职工帮扶方案

余姚市总工会精准扶贫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戴挺辉 严谦） 近日，象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清理回收的
82 箱约 1.4 吨过期药品，运送到
宁波环保固废处置点进行无害化
销毁。据悉，这些药品主要为部
分药店、医疗机构、居民家庭及
驻地部队药房产生的废弃或久放
不用的过期药品。

据介绍，过期药品由于污
染性大，已被明确列入 《国家
危险废弃物目录》，若继续服用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随便丢弃
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如果流

入不法商贩手中，将给患者带来
难以预料的后果。目前，象山已
在全县 40 家药品零售企业及 20 家
医疗机构，设置了过期药品回收
点。各回收点实行专人负责、专
册登记和专箱存放，并由县市场
监管局统一设置回收箱、统一标
示、统一登记、统一回收、统一
销毁。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及时
查看并清理家庭小药箱内的药品，
发现过期药品应根据垃圾分类原则
放入有害垃圾桶，或送至过期药品
回收点登记回收。

象山无害化销毁
过期药品1.4吨
市场监管提醒：过期药品应放入有害垃
圾桶或送至回收点

市场监管人员清点打包过期药品。 （金旭 沈孙晖 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徐超 包启明） 昨天上午，鄞
州经济开发区边防派出所民警曹
耀收到一条特殊的短信。这是
一名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女
子发来的“感谢信”——“谢
谢你救了我，我已经开始新的
生活！”至此，他在雨雪天气中
勇救落水女子的事情才被众人知
晓。

前几天，宁波雨雪交加。为
了保障辖区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鄞州经济开发区边防派出所组织
官兵开展巡逻帮扶工作。1月 27
日下午 2时多，当曹耀带队巡逻
至宏港路时，听到桥头有人在呼
救——“有人跳河了！”他寻声
朝桥下望去，发现一名女子在水
中浮沉，情况万分危急。

曹耀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
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拼尽全力

抓住落水女子的衣领，将其拉到了
岸边。好在救援及时，落水女子并
无大碍。被救起的女子趁曹耀为其
找衣服的间隙，再次朝桥边冲去。
幸好曹耀发现及时，一个箭步上前
将其抱住。

“为了防止她再走极端，我连
身上湿透的衣服都不敢换，一直到
所里为止。”曹耀说，女子告诉
他，她和男友分手了，原本两人约
定过完年结婚，如今对方杳无音
信。

安抚完女子后，派出所民警帮
忙联系了其家属。就在家属来所里
要将其接走时，她向曹耀提出一个
看似“匪夷所思”的要求：“你能
给我一个拥抱吗？”最终，曹耀上
前给了她一个轻轻的拥抱，并低声
劝解她：“生命只有一次，只有活
着才能有更好的追求。”顿时，女
子泣不成声……

雨雪中民警跳河
解救轻生女子

1月28日，1600余头澳大利亚肉牛从澳大利亚汤斯维尔港运抵宁波舟山港镇海港区。宁波由此成为国内南方
地区首个屠宰牛海运口岸。此次进境的澳大利亚活牛是市重点工程、市菜篮子工程——宁波进境澳大利亚屠宰肉
牛项目首批肉牛。 （记者 唐严 摄）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
王永春） 昨天，四明山降雪渐
止，但随之而来的严重冰冻，继
续对电力输送、交通出行等方面
造成较大影响。

笔者在浒溪线 33 省道梨洲
村路段看到，路面上已积起了厚
厚的冰层，行人走在上面小心翼
翼心惊胆战。据了解，前晚山区
气温骤降，最低气温降到-8℃，
目前，浒溪线梁弄至溪口已全线
封闭。

为应对雨雪冰冻天气，预防
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昨天，四
明山镇组织相关人员开展撒盐除
冰行动，确保冰冻路段过往行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昨天下午 2
时，镇主要道路经过撒盐碾压处
理，寒冰全部融化，道路恢复畅
通。

另据了解，四明山镇已经启
动降雪应急预案，四明山国家森
林公园景区、地质公园已经停止
售票。

四明山出现严重冰冻
相关部门撒盐除冰保安全

图为应急抢险队伍在对主要道路进行撒盐除冰作业。 （王永春 黄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