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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受委托，在本公司拍卖厅
（黄岩祺祥街25号）向社会公开拍卖下
列资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简况：
1号标的物黄岩区洞天路 188号、

190号、192号、196号、198号、200号经
营用房租赁权，建筑面积1688.62㎡，租
赁期 5年，年租赁起拍价 628128元，拍
卖保证金50000元。

2号标的物位于阜云路 40号经营
用房租赁权，建筑面积 144.81㎡，租赁
期 5年，年租赁起拍价 24951元，拍卖
保证金5000元。

3号标的物东浦路86号2单元201
室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 549.83㎡，租
赁期 5年，年租赁起拍价 92371元，拍
卖保证金20000元。

4号标的物新前街道新中南路 16
号 2- 5 层 房 屋 租 赁 权 ，建 筑 面 积
2452.82㎡，租赁期 5年，年租赁起拍价
353206元，拍卖保证金30000元。

5号标的物黄岩区头陀镇山头姜
村废弃采石场一批一分石子，重量约
10000吨（数量以实际过磅为准），含税
（含装车费，不含运费）起拍价 70 元/
吨，拍卖保证金150000元。

6号标的物黄岩区头陀镇山头姜
村废弃采石场一批二分石子，重量约
10000吨（数量以实际过磅为准），含税
（含装车费，不含运费）起拍价 73 元/
吨，拍卖保证金150000元。

7号标的物黄岩头陀镇山头姜村
废弃采石场一批机制砂，重量约10000

吨（数量以实际过磅为准），含税（含装
车费，不含运费）起拍价 81.5元/吨，拍
卖保证金150000元。

8号标的物黄岩玲珑居2幢1单元
101室商品房，建筑面积213.74㎡，起拍
价18530元/㎡，拍卖保证金500000元。
（注：标的物有地下附属库房113.53㎡，须
按照5000元/㎡固定价格计入总成交款。）

二、拍卖方式：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
卖，最高应价达到或超过保留价者成交。

三、展示时间、地点：1号至 7号标
的物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2月16日
16时止，标的物现场。8号标的物自公
告之日起至 2023年 3月 7日 16时止，
标的物现场。

四、报名地点：黄岩祺祥街15号二
楼永宁拍卖办公室。

五、拍卖日期：1号至 7号标的物
2023年2月17日上午十时。

8号标的物 2023年 3月 8日上午
十时。

六、竞买对象及报名手续：凡个人
报名者请带有效证件(单位的带上解款
单、公章、企业营业执照、身份证件)到
指定地点办理报名手续，缴纳相应保
证金（户名：台州市永宁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中国银行黄岩支行，账号：
385758334454）。未中拍者三个工作日
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联系电话： 13906582608（政府
网：692608） 0576-84291178

台州市永宁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2月8日

拍 卖 公 告

在台州爱玛机车制造有限公司
黄岩头陀新基地项目施工现场，多栋
主体建筑初具雏形,二期项目的供地
工作也已全部完成。

“为加快进度，我们前期主动对
接区级各个部门，花了半个月时间，
完善了本次征迁补偿安置政策以及
土地指标。评估完成后，集全镇之力
于一个月内完成了 86户被拆迁户的
签约，以及配套的相关地块的土地丈
量，为该项目落地做好了充分准备。”
头陀镇常务副镇长邵钶茸对于项目

“进度条”很是了解。
一域可瞻全局，一事可察理念。

为推动重大投资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早投产，我区 2022年年初就打响
了“专班比拼、项目竞赛”活动的发令
枪，迅速构建起“1+6+N”工作专班机
制，成立区项目工作前期办公室专
班，探索“拿地即开工”新模式，让项
目建设主战场上的“火”越烧越旺。

2022 年，我区坚持一切盯着项
目干，一切围着项目转，卯足干劲扩
大有效投资，取得的丰硕成果有目共
睹——

从体量上看，制定出台项目招商
甄别机制，新引进落地亿元以上产业
项目12个，成功签约中弘晶能、清陶

能源等重大产业项目，实现百亿以上
招商项目“零的突破”。

从数量上看，开展“专班比拼、项
目竞赛”活动，举办2期项目擂台赛，
谋划包装项目 32个；省“4+1”项目、
省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完成率分别达
129.1%、203.3%，省市县长项目落地
率100%，均居全市前三。

从进度上看，交通、水利、供水工
程顺利推进，204省道黄岩段主线建
成通车，甬台温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首启段进场施工，打通断头路 6条；
佛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主体完工，永
宁江闸强排一期工程完成 75%总工
程量，海塘安澜工程开工建设；新建、
改造供水管网 20公里，黄岩水厂二
期基本建成。

时序更替，华章日新。区项目工
作前期办公室专班综合协调组组长
王杨益表示，新的一年，将继续发挥
专班作战的优势，谋划推动更多更好
项目落地，为我区主攻“一千双百”三
大跃升行动提供项目支撑。

千方百计抓机遇谋项目，黄岩正
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更为宏大的格
局、更为果敢的行动,在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阔步前行,用黄岩实践绘就
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画卷。

（上接A版）

本报讯 （记者 张 颖 通讯员
潘峄）“老板，你这门口放了这么多
东西已经是越门经营了，赶紧把东西
搬回店里去……”2月 6日上午，在东
城街道中心小学，东城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队员们开展“护学行动”，对校
园周边商铺占道经营、“门前三包”落
实不到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等现象
进行专项整治，加大对辖区内校园周
边巡查和管理力度，维护校园周边环
境秩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入学环
境。

“学校周边店铺的越门经营现象

不仅会影响市容环境，还会影响行人
特别是学生们的通行，造成街道拥
堵。”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
王博宇说。行动中，执法人员积极引
导广大商户规范经营秩序，防止出现
占道经营、超门头经营等违规行为，
同时及时发现流动摊点、店外经营、
违规户外广告、噪声扰民等各类市容
违规行为并对其加以劝导整改。

截至目前，东城街道综合行政队
共出动 150余人次，劝离流动摊 45余
起，规范越门经营 35余起，规整乱停
放非机动车 85余辆。“通过大力整治

行动，辖区范围校园周边环境能够得
到有效改善，为广大师生营造了整
洁、有序、安全的学习环境。接下来，
我们执法队将按区块定时定点在学
生上下学高峰时段对校园周边进行
常态化巡查，强化整治效果，严防反
弹。”王博宇告诉记者。

据悉，为确保新学期校园周边环
境整洁有序，全区各乡镇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队成立“开学护航”机动小组，
定人、定时、定岗，以“乱设摊”“越门
经营”“乱停放”等为整治重点，集中
开展校园周边环境大巡查大整治。

下阶段，全区各乡镇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队将重点抓长效管理，严
格落实每日巡查制度，采取人员定
点守候和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法，
加大对校园周边的监管力度和巡查
频率，全面排查学校周边存在问题，
依法查处各类市容违规行为。同时，
执法人员将重点打击影响学生饮食
健康的食品流动摊，确保校园周边
的食品安全；做好学校周边沿街店
铺市容管理宣传工作，提高店铺遵
守“门前三包”责任意识，切实营造
良好入学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杨培烨） 眼下，
我区各中小学校迎来开学季。开学
第一天，头陀镇中心小学的同学们
晒出了他们在这个假期完成的特色
作业。

为 落 实“ 双 减 ”政 策 ，该 校 在
2023 年寒假专门为同学们设计了

“兔系列”寒假作业。作业主要围绕

“艺展宏图、兔年送祝福、巧用压岁
钱、博闻强记背诵兔、爱劳动的小
兔、坚持锻炼运动兔”等内容布置，
即能让孩子们感受传统佳节的年
味，既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兴
趣。

当天，该校在图书馆“屋里成长
坊”展出了同学们的优秀寒假作业作

品，他们通过制作英语新年文化小
报、兔年寒假时间计划表和兔年灯笼
等展现独特的创意。

“我觉得这次的寒假作业很有
趣，和爸爸妈妈一起做兔子灯很开
心。”头陀镇中心小学一年四班学生
牟韬涛告诉记者。

学生家长於筱丽说：“对于这次

学校布置的特色作业，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份作业对于孩子和我们家长
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非常有意
义。孩子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
一些困难，我们家长就可以适当地给
出一些自己的建议。这个过程不仅仅
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也增进了
亲子感情。”

近日，新前街道禁毒办联合区禁毒办在峰丘村文化礼堂开展
以“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提高村民的识
毒、防毒、拒毒能力。

本报记者 林按娜 摄

新前：禁毒知识入人心

我区开展“护学行动”营造良好入学环境

头陀小学：“兔系列”寒假作业走“新”更走心

本报讯（记者 朱幼萍 通讯员
金美琪）“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
坤万里春”。这几天，黄岩九峰景区的
300多株梅桩竞相开花吐蕊，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赏梅。

走进报春园，淡淡的梅花香气扑
鼻而来，梅桩盆景枯瘦曲奇的枝条上
印衬着或白或红或粉、颜色各异的梅
花。在近期的绵绵细雨中，梅花带着
雨露迎来了盛花期，高雅清淡的梅花
与报春园的古朴典雅氛围交相辉映，
显得别有一番意境。“‘不要人夸好颜
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我们不仅喜欢
梅花的颜色和香气，更欣赏她‘凌寒
独自开’的傲骨。”游客“小草”告诉记
者，作为摄影爱好者，她每年都会来
这里拍照，因为梅花盛开期一般在立
春前后，还能带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

景象。
据了解，报春园占地约 13亩，园

内 330多盆梅桩盆景大多栽培于 60
年代，品种达到 30多种，以“古、奇、
曲、老、瘦”闻名全国，屡获全国梅花展
大奖，享有“黄岩梅桩惊天下”的美誉。
再搭配上巧夺天工的亭台假山，依山
傍水的重垣复道，绿树成荫，被评为
浙江省优秀盆景示范园。

据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几
天，报春园内日平均游客量达到了
300人次左右。今年受天气因素影响，
梅桩开花与往年相比，延迟了一个星
期左右。不过，因为立春已过，接下来
他们也将安排梅桩的剪枝工作，以确
保明年的长势，所以，需要赏梅的游
客还得抓住这几天的最佳赏梅时间
了。

梅桩绽放惹人醉 报春园内春意浓

本报讯（记者 蒋奇军 通讯员
张 倩）近日，我区举行全区“专班比
拼 项目竞赛”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通报了各类先进名单及考核结果。区
教育局再次获得区级机关综合目标
责任制考核优秀等次。据悉，这是区
教育局继2021年获得省、区“双优秀”
后，获得市、区两级考核“双优秀”，同
时也实现了区级机关综合目标考核
优秀“三连创”。

去年我区出台了“1+10”政策体
系，提出了“优化黄岩教育生态，打
造台州教育高地”奋斗目标和“五大
标志成果”具体目标、“八大工程”具

体任务，推进人才引育、教育教学、
教育数字化、学生培养模式、学前教
育、教育开放合作等六项改革，全面
实施教育提质行动，教育事业取得令
人瞩目的长足进步，教育改革创新成
效显著，教育工作进入全面起势，整
体跃升的向上通道，推动形成了全社
会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良好氛
围。2022年，我区共建设教育项目 11
个，其中新建项目 2个、改（扩）建项
目 4 个、完工项目 5 个，新增学位
4770 个，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
比例达到 64.26%（不含政府购买学
位）；坚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

节、全领域，五育并举、体教融合实
现大丰收；中考实现重大突破，普通
高中最低控制分数线排名全市第二，
优秀率、平均分、及格率等几项主要
指标均居全市前三；小学教育质量监
测成绩亮眼，学业达标、高层次能力
等主要指标超过省、市平均水平；中
职学生获国赛奖 8项、省赛奖 13项；
开展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项工
作，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从
18.59%压缩至 2.4%，居全市第二位；
5所学校获评省现代化学校，接连创
成了 10所现代化学校；实施“校园清
凉工程”、护眼灯改造提升等工程，

优化提升学校设施；小学、初中生均
公用经费提高至 1000元、1200元，达
到全市最高。

置身新时代，站位新起点。今年
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八八战略”实施的二十周
年，也是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之年，区教育局将锚定“打造台州教
育高地”奋斗目标，把提升教育质量
作为最优先的任务，把建强教师队伍
作为最优先的战略，把优化教育生态
作为最优先的选项，攻坚攀高，奋力
前行，以实干实绩实效续写教育美好
新篇章。

“白菜价”“论斤囤”……近段时
间，在一些电商平台，火腿头、面包
边等各色“边角料食品”人气颇高。
这些使用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零碎
材料制成的“边角料食品”，因外形
不规整，无法作为正常产品销售，价
格更低，而用料、品质则与正常产品
一样，这让许多消费者钟爱有加。不
过，也有消费者反映，部分商家销售
的“边角料食品”出现种种问题，比
如质次价高、以次充好、不符合食品
安全规定等。

据了解，有的烘焙店、食品工厂
经常将加工过程中的“边边角角”收
集起来低价出售。对此，一名从业者
表示：“像吐司面包边，外观不太齐
整，口感也偏硬一些，但有的消费者
觉得味道还不错。我们切下来后便
宜一些卖出去，顾客得到实惠，我们
也避免了浪费。”

在电商平台，“边角料食品”的
品类更加丰富：肉脯片、牛肉干边、
山核桃碎仁、果丹皮碎……物美价
廉的产品确有不少。不过，比起线下

店铺，在线上购买“边角料食品”就
多了一些变数。

有些“边角料食品”价格与正常
产品相差不多，但商家在宣传用语
中突出量大、实惠等特点，却在价格
上做手脚。记者调查发现，一款碎饼
干片每斤售价为 16元，而其正常产
品算下来为 18 元。有买家评论说：

“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比较，别
被商家误导了，边角料和正品就差
两块钱，为什么不去买正品呢？”记
者还发现，有些肉制品的边角料卖
得甚至比正常产品还贵，令消费者
感到不解。

“一些消费者尤其是部分年轻
人，购买‘边角料食品’未必是图省
钱，而是追求新鲜的消费体验，不一
定会认真比较价格。有的商家抓住
了这点，在产品介绍中突出宣传‘量
大实惠’等描述，就是为了吸引流
量、制造销量。”湖北枣阳市读者郑
桐在来信中说。

还有部分商家打着经营“边角
料食品”的旗号，售卖“三无产品”、

残次品。读者宋先生曾在某平台购
买一款“虎皮蛋糕边”。他说，虎皮蛋
糕通常都有清晰的纹路，蛋香味浓
郁，“可到手的这款产品，尝起来就
是普通蛋糕，像是拿普通蛋糕边和
虎皮蛋糕边混在了一起。”宋先生与
商家交涉后，商家却说边角料本身
就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零碎，不能
拿正品标准来要求。宋先生说：“‘边
角料食品’只是外观不规整，但口
味、质量都应该与正品一样。有些商
家故意拿质量不过关的食品挂上

‘边角料’的牌子，鱼目混珠，欺骗消
费者。”

记者购买了几件“边角料食品”
发现，有些产品包装十分简陋，甚至
没有生产地址、生产日期等必要信
息。如某款芒果干边角料商品，仅用
一只透明塑料袋装盛，连商标都没
有，只有一张白色纸片标注了生产
日期、保质期等，像生产者、生产地
址等信息都没有，来源很难分辨。一
名食品行业从业人员表示，为控制
成本，厂商一般会尽量减少边角料

的产生，边角料中有很大一部分会
作为原料回收，再制成其他产品，目
前市面上销售的一些“边角料食品”
大多是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出的。“遇
到这种大量出现、来源不明、收集方
式未知的‘边角料食品’，建议大家
提高警惕，谨慎购买。”这名从业人
员表示。

针对“边角料食品”出现的种种
问题，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在
选购现场制作的“边角料食品”时，
应询问清楚食品的生产及配料信
息，避免购买到“三无产品”。网购时
更要看清保质期，看准食品来源等
相关信息，认准证照齐全、品牌清
晰、售后有保障的正规经营者。

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忠芹表
示：“消费者应注意保留证据，如付
款记录、销售小票或发票，以及产品
包装或产品销售时货柜上标注的产
品信息等。如果发现自身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
举报。”

（来源：人民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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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角料食品”价廉也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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