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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气温迅速下降，记者探访
市区市场发现，多家超市已转入冬季
蔬菜供应模式，来自南北方的各类蔬
果也已上架，货源充足，为市民消费提
供保障。

12月4日10时许，在市区一家大
型超市生鲜区，琳琅满目的菜品摆得
满满当当。除了大白菜、白萝卜、大葱
等北方冬季常见的蔬菜，还有不少新
鲜的苦瓜、豌豆……前来选购蔬果的
市民络绎不绝。

“广西的芋头挺好吃，蒸吃、煲汤
都不错。”市民刘女士挑了一袋放到购
物车里。她感慨地说：“虽然受疫情影
响，但超市里蔬菜的种类很丰富，供货
量也大，随吃随买，很方便。”

3元一公斤的平菇、12元一公斤的
鸡蛋、2元一公斤的有机花菜、2元一公
斤的青菜……“价格平稳，白菜、萝卜
还比之前便宜。”一名导购员边说话，
边摆放各种蔬菜。

在刘女士的购物车里，除了常吃
的土豆、青椒、西红柿，还多了芋头、荷

兰豆等南方蔬菜。“最近居家的时间多
了，准备买几样不常吃的菜做给家里
人尝尝。看这外地蔬菜挺新鲜，是餐
桌上很好的调剂和补充。本来想多囤
点菜，现在看来没必要。”

某超市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现在
蔬菜的品种有五六十种，像广西的香
芋、湖北的板栗，还有各种水果。虽然
前来购买的市民很多，但供货、补货速
度都很快。

除了果蔬货丰价稳之外，超市的
服务也愈加贴心。记者注意到，很多
蔬菜被分成盒装和散装等不同包装，
部分品种蔬菜已经称量好，方便顾客
直接拿取，省去称重的环节。

“现在的蔬菜都被标上了产地，买
菜更明晰了。黄辣椒就要买山东的，
味道发甜；玉米要买海南的，香甜爆
汁，我家孩子很喜欢。”刘女士说。

年轻人做饭的痛点，也被超市“拿
捏”。走访中，记者注意到很多超市的
货架上摆有不少半成品蔬菜，例如鱼
香肉丝、素三鲜等，主辅料搭配在一

起，然后用真空包装，看起来干净卫
生，十分方便。

在各家超市的水产区，各式菜谱
也被挂到显眼处，红烧带鱼、爆炒小龙
虾、清蒸螃蟹等菜谱一应俱全，有不少
市民驻足挑选水产时，顺手将菜谱拍
照留存。“现在超市的服务越来越贴
心，逛超市也变成了学厨艺的方式。”
选购水产的市民笑着说。

上图 市民在选购水产。
本报记者 王春芳 摄

近期，因堂食受限，家庭主妇又开
始大展厨艺，这让我市超市、副食品店
里的调味品、半成品销量不断上涨。

记者在市区一家超市看到，调味
料货架上的产品摆放满满当当，但细
看依然能发现，甜面酱、腐乳、浓缩鸡
汁等调味品摆放处出现空缺，不少顾
客在询问工作人员补货事宜。一名超
市工作人员说：“最近，购买调味品的
顾客多了，尤其是在部分农贸市场封
闭的情况下，调味品更受欢迎了。”

“现在是特殊时期，不能出去吃，
所以只能自己尝试做一下，调味品是

灵魂，所以买了很多种类，准备把想吃
的美食都试做一遍。”在市民陈女士的
自制菜单中，火锅、水饺、小酥肉等美
食被排在了前面，为了做好这些食物，
陈女士在家中囤积了大量的香醋、十
三香、蚝油、火锅料、老干妈等调味品。

与陈女士一样的市民不在少数，
另外一名顾客表示：“社区也有便利
店，但一些不常用的调味料没货，像黄
焖鸡料、水煮鱼料，还是来大超市一站
式购齐更合适。”

据了解，现在的调味品市场，销售
量与9月、10月份相比增长显著，其

中，五香粉、甜面酱、番茄酱、火锅调料
销售尤其突出。此外，酵母粉、苏打
粉、蛋糕面粉等烘焙类商品以及酱菜、
榨菜成交额也较高。

某超市一名负责采购调味料的经
理表示，每个人的口味偏好和青睐品
牌不一，而市场上与之不匹配的是调
味料品类过于单一。在目前的特殊时
期，调味料热销，但在后续想要得到更
大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复合调味料，
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让烹饪简单化，
优化人们的生活，才能真正吸引并留
住用户，进而转化为销售“长红”。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复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常言说得好：“民以
食为天。”疫情防控的要求越严，保
障人民群众生活不受或者少受影响
的任务就越重。

为全力做好我市疫情期间生活
物资供应保障工作，满足广大市民
群众对生活物资的日常需求，全市
商贸流通企业应当主动担当，守土
尽责。疫情就是命令，保供就是责
任，企业要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坚守本职，守土尽责，千方百计满足
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需求。

全市商贸流通企业还要加强储
备，保障供应。线上、线下结合，稳
定货源渠道，增加商品储备，丰富商
品种类，合理调配人员，保障门店正
常营业时间，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生
活物资供应充足。

无论是实体经营者还是网络平
台经营者都要优化完善调配、配送
机制，确保配送及时高效，杜绝无故
不接单、平台乱退单等现象，为市民
提供优质高效的销售服务。

“食以安为天。”需求的增加，对
商品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全市商
贸流通企业要严把商品进货、销售
质量关口，确保流通过程安全可靠，
把安全优质的商品送到市民群众手
中，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
得舒心。

全市商贸流通企业还必须诚信
待客，守法经营，自觉维护市场秩
序，坚决杜绝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造假售假等违法经营行为。

当然，全市商贸流通企业在做好
防控、阻击疫情方面更应该尽责尽
力，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认
真贯彻落实有关公告精神，严格落实
禁止堂食、非生活必需品保供企业暂
停营业、限流等疫情防控要求。

我们相信，全市商贸流通企业
一定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生活物资供应保障，与
广大市民共克时艰，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攻坚战。

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讲，也要坚
信疫情防控，事关你我。希望全体
市民不信谣、不传谣，按需、理性购
买生活用品，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恐
慌，公共场所要遵守文明规范，不乱
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排队有序购
物，杜绝人员聚集，保持安全间距。

12月3日，天气晴冷，走进市果园
路附近的一处老小区，一幢幢居民楼
仿佛老式电影般徐徐展开，曲径通幽
的老巷子、提着菜篮走过的老年人、此
起彼伏的炒菜声……若不是英文招牌
引路，记者许会错过藏匿在此的咖啡
小店。

三间过去的煤球房里，一台咖啡
机，一张等候椅，转眼间，记者看清了
这家咖啡店的全部，感觉精致的“咖啡
世界”与烟火气十足的居民区合二为
一。创业者是“00后”小丁，他既是这
里的咖啡师，也是小老板，在总共不到
10平方米的小店里，他为客户提供咖
啡、奶茶和果茶饮品20多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店设计
精巧，净水间、仓库、奶茶机、咖啡机，
一应俱全；布置精致，绿色草坪，白色

挂毯，干花随处可见；产品多样，既有
传统口味产品，也有多种潮式奶茶、果
茶。小丁说：“这个店定位是‘小而
美’，产品价格多在15元以下，主要是
靠线上销售，一天营业额是3000元左
右。”

据了解，在我市市区像这样的社
区咖啡店或独立咖啡屋有十几家，是
我市部分创业者在今年年初以来比较
推崇的创业模式，在小老板的精心经
营下，生意受疫情的影响较小。

究其原因，小丁解释，如今，人们
对线上消费空前依赖，外卖行业无死
角式的发展，打破了堂食餐饮受限的
门槛，还有创业者致力研究各种口感
的咖啡，引领着咖啡爱好者的持久消
费，这成就了我市社区咖啡店的新格
局。

“但这种小型咖啡店很容易被复
制，我考虑的是如何用好网络化和社
区化的营销手段做大做强。”小丁说，
直播带来的顾客有一部分，周围的邻
居也给他介绍顾客，他也经常送咖啡
让居民品尝，咖啡渣还会送给居民们
养花。基于这点，小丁表示，下一步他
想去更大的居民区融合更多的商业流
量。

从事零售业多年的一位业内人士
说，这些年轻创业者的做法值得鼓励，
他们依靠外卖，打破了以往咖啡包装、
温度、速度等瓶颈；又依靠社区闲置
房，控制了房租成本；并依托街坊让商
业与社区邻里共生，一方面拓展了渠
道，另一方面构建起更加多元的行业
生态，促进外卖、零售业、餐饮业等多
个行业的发展。

保障供给
共抗疫情

□李学杰

超市货丰价稳 服务贴心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宅经济”下调味品热销
本报记者 王春芳

老旧小区里网红精致咖啡生意好
本报记者 王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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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好的服
务，请通过我们告诉
广大读者。

在市人民公园附近求租一室一
厅或两室一厅房屋，长期租，房屋要
干净整洁。电话：15939111097

求 租
生活资讯

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的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被山阳区卫健委评为
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 广告

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幸福港湾共度晚年。
电话:18790238229 解放东路冯河新区东300米

幸福港湾养老院
公众号免费发布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共享DIY机械工作室招租
提供独立场所和电气焊、钳工工

具、车铣刨磨等机床，收费不高，轻松实
现个性制作梦想，丰富生活，直播带货。
地址：市森林公园东门 电话：13027658501

招聘业务经理数名，男女不限，
年龄46岁以下，人品正直，五官端
正，有驾驶证，工资面议。

电话：17772877766

药品销售招聘

马村区安阳城街道马界村果蔬恒温冷库，北
临焦辉路，交通便利，占地约1000平方米，高4
米，库容约500立方米，可贮藏果蔬约200吨。

恒温冷库招租

联系人：韩国胜 电话：13938188180

据新华社突尼斯 12 月 3日电
拉巴特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
届常会3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闭
幕。本届常会上，共有47个项目被
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7个项目中，列入急需保护的
非遗名录有4个，包括土耳其传统阿
赫拉特石雕、越南占族制陶技艺等；
有39个项目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
录，其中包括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柬埔寨传统武术、法国法
式长棍面包、阿尔及利亚流行民歌
等；另有4个项目被列入非遗优秀实
践名册。

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表示，在今
年被列入的非遗名录项目中，有三分
之一与保护大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有
关，显示出国际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
将保护环境作为优先事项的决心。

本届常会于11月28日在拉巴特
开幕。

据新华社日内瓦12月2日电 2024
年巴黎奥运会门票抽签的登记工作已开
始，人们可以在2023年1月31日之前参
与门票抽签，然后购买自己喜爱的比赛门
票。

跟以往奥运会一样，观众首先要到奥
运会官方网站上注册登记，获得参加门票
抽签的资格。被抽中的观众可以在2023
年2月15日至3月15日这一个月时间里
购买门票。

本届巴黎奥运会购票的唯一方式就
是网上销售，而且只能在巴黎奥运会官方

网站参与抽签并购买。每个官网的账号
最多只能购买30张门票。所有的门票将
分成几个阶段分批出售，第一阶段销售的
是套票，每人最多选择三套门票，每套门
票最多购买6张。到明年5月、6月还将
销售单张门票，2023年秋天将销售残奥
会的门票。

巴黎奥运会的门票价格很亲民，在总
共将近1000万张门票中有100万张价格
仅为24欧元（约合人民币177元），有近
一半的门票价格为50欧元（约合人民币
370元）。

据新华社东京12月3日电 日本日
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今年8月
以来，日元贬值造成日本企业破产的案
例数量激增，主要集中在食品和纤维行
业。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在其网站上发
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因日
元贬值而破产的日企达21家，其中8月至

10月就有19家。帝国数据库预计，2022
年因日元贬值而破产的日企数量很可能
会超过2019年的 22家，成为近五年最
多。

报告称，包括燃气费、电费在内的所有
商品价格都在飙升，挤压了中小企业盈利
空间，预计日元贬值导致的企业破产数量
近期很可能继续增加。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合理划
定遗产区及缓冲区，精细评估遗产保存状
态，保护修缮坚持最小干预，系统展示阐
释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北京市文物
局日前公示《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
（2022年~2035年）》，听取公众意见，公
示期至12月24日。

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向南经过
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
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
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永定门，太庙和社
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
侧。北京中轴线历经逾7个世纪历史演进
而延续至今，持续影响城市发展。

规划明确，北京中轴线遗产区包含承

载遗产价值的全部构成要素，以及构成要
素之间必要的连接区域。主要依据历史
城墙或者围墙边界、道路中心线、河道外
侧堤脚线等界划，总面积约 5.9 平方公
里。缓冲区包含位于遗产区周边且与北
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联系紧密的区域。
主要依据道路中心线、河道外侧堤脚线界
划，总面积约45.4平方公里。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
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是北京中轴线申报
世界遗产的必备材料之一，是有效保护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内
在要求。经批准后，该规划将成为指导北
京中轴线保护、展示、利用、检测、研究等
的基本依据。

今年有47个项目
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巴黎奥运会门票抽签登记开始
可以在2023年1月31日之前参与门票抽签

因日元贬值 日企破产数量激增

北京公开中轴线文化遗产“全景图”

据新华社酒泉12月4日电 12
月4日20时09分，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陈冬、
刘洋、蔡旭哲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
绍，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
成功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
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
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
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
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
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于2022年
6月5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

体。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6个月期间，
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空间站
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
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开展一系列空间
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在轨迎接2个
空间站舱段、1艘载人飞船、1艘货运
飞船的来访，与地面配合完成了中国
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与神
舟十五号航天员首次完成在轨交接
班，见证了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
接最快的世界纪录等众多历史性时
刻，并利用任务间隙，进行了1次“天
宫课堂”太空授课，以及一系列别具特
色的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陈冬成为中国首个在轨驻留时
间超过200天的航天员。

上图 12月4日，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 （新华社发）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