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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近年来， 扬州以工业开
发园区为载体，以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为抓手，培育了一批制
造业龙头企业，打造特色鲜明
的产业园区，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本报推出“园区新闻”专

栏，及时、全面宣传报道我市
各园区在创新创业、 文化建
设、 公益事业等方面取得的
成果，展示园区人勇于创新、
敢拼会赢的精神风貌。

欢迎全市广大园区提供

新闻线索。联系人：李先生，
电 子 邮 箱 ：793481413@qq.
com。

新闻线索征
集

1月10日上午， 维扬
经济开发区组织城管力
量，依法对辖区内江阳农
贸市场周边违章建筑开
展集中整治，有力打击违
建户违法违章行为，维扬
经济开发区创建顽疾得
到有效治理。

长期以来，江阳农贸
市场周边占道经营、管理
混乱等问题比较突出，特
别是一些经营户随意搭
建的违章建筑，占用了大
量公共通道，导致市场周
边交通阻塞，严重影响环
境面貌和居民的正常出
行。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管

理，在做好前期宣传动员
的基础上，1月10日上午，
维扬经济开发区组织城
管队员集中拆除江阳农
贸市场周边违章建筑。此
次行动 ， 共出动人员近
100人，挖掘机、推土机 、
运输机械车辆9台次 ，截
至目前，共清理违章建筑
15处，面积约700平方米，
受到菜场内经营户及周
边居民的广泛好评。

下一步， 根据市、区
两级文明城市创建测评
体系要求，针对江阳农贸
市场内部及周边占道经
营、 管理混乱等难点问
题，维扬经济开发区将继
续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常
态化、长效化推进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工作，努力营
造整洁 、 优美的市场环
境。 通讯员 袁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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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阳农贸市场集中整治

我市新《反法》第一案立案

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本报讯 （通讯员 方震 记
者 赵天） 近日，市工商局公平
交易处、 竞争执法分局接到举
报， 对扬州某公司有奖销售现
场进行突击检查， 并根据检查
情况对该公司涉嫌违法有奖销
售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 这是
2018年市工商局在全市依据新
《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案查处的
第一案，也是全省依据新《反不
正当竞争法》 立案查处的违法
有奖销售第一案。

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市
工商局执法人员接到某公司组
织巨奖销售的有关举报后，第
一时间开展了摸点调查， 并迅
速组织人员对该公司接受比赛
报名及组织活动的营业场所进

行了现场突击检查。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某品牌

系列酒的销售柜及存放仓库、
参加竞赛报名人员的销售单
据，以及宣传单页。”市工商局
公平交易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初查， 扬州某公司与某品牌
酒业合作举办掼蛋大赛， 比赛
拟于1月7日至8日举行，凡是参
加比赛的报名者， 每人必须要
购买2400元的某品牌系列酒。
该比赛设置奖金一百万， 最高
奖项达到40万元。 执法人员认
为，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了新《反
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条有关规
定，已立案调查。

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调
查当中。

谁是“武状元”？我们来比比

“崇尚劳动光荣，弘扬工匠
精神，经营坚守诚信，技能精益
求精。”1月11日 ， 一场别开生
面、地气十足的“农贸市场经营
户技能比武 ”———市场诚信经
营精准称量工匠达人竞赛 ，在
东花园集贸市场内举行， 获胜
者将被广陵区总工会授予 “金
牌工匠”称号。

据悉， 本次竞赛活动由我
市广陵区总工会、 广陵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广陵区文峰街道
办事处和广陵区放心消费创建
办公室联合举办， 联谊路社区
党总支委员会、广陵区139劳模
工匠社承办， 联谊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东花园集贸市场、扬州
万超物业协办。

活动通过“技能展身手、竞赛促交
流”的形式，旨在促进广大经营户提高
服务水平，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鲜肉类“一刀准”(猪肉)
南北货“一勺准”(花生)
蔬菜类“一把准”(蔬菜)
水果类“一袋准”(橘子)
鱼鲜类“一抓准”(鲫鱼)
家禽类“一眼准”(活鸡)

来 自
广 陵 区 各
农贸市场 、
批 发 市 场
的 72 名 经
营户 、个体
工 商 户 在
竞 赛 中 纷
纷 拿 出 看
家本领 ，一
较高下 。其

中，鲜肉类“一刀准”竞赛，主办方指
定三刀分别切肉1000克、800克、500
克计量单位进行准度评选。参赛的1
号选手切肉重量相差无几， 当被问
及切肉手法这么准有没有什么秘诀
时，他笑言：“主要凭感觉，刀要快、

手要准，天天切肉，习惯了。”
据广陵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每个单项比赛按成绩排名评选
出前十名，各单项第一名选手，将授
予广陵区“联谊杯”市场诚信经营精
准称量工匠达人竞赛“金牌工匠”称
号，第二名选手授予“银牌工匠”称
号，第三名选手授予“铜牌工匠”称
号，第四名至第十名选手，颁发“优
秀工匠”荣誉证书。

竞赛活动特别让人暖心的是 ，
本次用于竞赛的猪肉、蔬菜、花生、
水果、家禽、鲜鱼等食材，主办单位
委托文峰街道联谊路社区赠送给辖
区内20名环卫工人、 保安保洁人员
和困难群众。

庄文斌 丁红华

扬州农贸市场开展技能大比武，“菜篮子”里亮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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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共分六个单项
即“六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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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消费额扬州列全国41位
阿里旗下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口碑发布线下消费数据

本报讯 （记者 赵天） 近日，阿里旗下
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口碑发布了 “2017消费
数据大盘点”，记录和还原了2017年的线下
消费发展轨迹。数据显示，扬州的线下消费
总额排全国第41位。目前，口碑覆盖了全国
300多个城市，超过250万商家入驻，日均交

易超过3000万笔，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O2O
平台。

如今，走到扬州街头、商场或是餐厅，
手机支付已经成为线下消费的普遍现象。
消费盘点显示， 扬州的线下消费总额排全
国第41位。“南京及周边地区不仅有很强的

线下经济活力， 当地的商家和消费者对于
在线下用手机付款的接受度也更高， 习惯
使用口碑或支付宝到店消费。”口碑相关负
责人分析说。

扬州线下消费亮点是什么？ 从口碑的
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超市、快餐、火锅，是

扬州市线下消费总额排行前三的行业。
与线上消费层出不穷的创意产品一

样， 线下的消费体验也在朝着多元方向发
展。2017年，奶茶、迷你KTV和宠物消费，就
是线下消费出现的三个典型趋势。口碑上，
扬州平均每个人的年度奶茶花费达到70
元；K歌消费额有4倍左右的增长， 扬州用
户单次在迷你KTV的平均消费大约在16元
左右， 而传统量贩式的KTV单次平均消费
在159元左右。此外，宠物相关消费在平台
的增长高达10倍， 扬州人带爱宠到宠物医
院或宠物店，平均每次都要花掉254元。

选手进行鲜肉类“一刀准”(猪肉)精准称重比赛。文斌 摄 在“一勺准”(花生)精准称重比赛中，选手为自己加油。

� 选手进行家禽类 “一眼
准”(活鸡)精准称重比赛。

整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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