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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区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办证中心：区江城南路88号88836672
黄岩区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黄岩站：钟山新村 137号（蓝色多瑙河

北大门对面钟山新村第 3 幢东第一

间）。84232883 办证中心：总商会大厦

1-3楼 84052019 毛先生：劳动北路

108 号（辰 阳 渔 港 大 酒 店 南 面）

13018831677 院桥站：院桥镇办证中

心土地登记窗口 13516863205 林先

生：院桥镇兴华路 20号 84879377 东

城站：桔乡大道178号 13867637880

路桥区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路桥站：文化路 513-515号（路桥发行

站） 82453456 陈先生：金水路 98号
二 楼（ 区 政 府 大 门 口 对 面 ）

13306585118 方女士：路北街道騰达

路行政服务中心15557612789
临海市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临海站：洪池路 4 号（临海发行站）

85302750 东部办证中心：杜桥镇新耀

达 85509517 朱先生：临海办事大厅

斜对面便民卷烟店 13058880023 办

证中心：市府办事大厅 18657680886
葛先生：杜桥镇解放街336号85559987
温岭市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温岭站：温岭市太平街道怡园路 60号
86226689 林女士：温岭市太平街道三

星大道41号（农业银行隔壁小绵羊火锅

后门）86031165 胡女士：温岭中华路

306号（道生刻章店）15988963233
叶女士：温岭中华路316号（太平安康刻

字社）86133067 戴女士：泽国东河路

110号（办证中心对面） 13867674728
玉环市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玉环站：东城路市政府斜对面（玉环发

行站） 87211176
办证中心：知青路 1 号 15958675659
林女士：为民服务中心楼下对面第三间

13018887988
孙女士：为民服务中心对面鸿瑞事务

所 15857604611
天台县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天台站：天台县赤城街道丰园路103号
83898738

仙居县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仙居站：黎明路1号（仙居发行站）

87784936
三门县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三门站：三门县海游街道交通路 129
号 83381019
包先生：梧桐路19号 13968520088

招聘1到4级残疾人，50
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生活能
自理，电话：13968685822

台州市机关服务中心招聘
食堂灶头厨师、面点厨师、
墩头厨师、餐厅服务员、会
议服务员、警卫人员等若
千名。身体健康，符合从

业要求，熟练工优先。录
用后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按规定办理“五
险一金”。
报名电话：88511023

台州景田印刷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 一 枚 ，印 章 编 号 ：
3310220162186，声明作
废。

遗失台州市黄岩昇顺塑
料配件厂公章壹枚，印章
号：3310030249059，声
明作废。

遗失金铭医师执业证书
一 本 ，证 书 编 码 ：
141331004000276，声明
作废。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全

面排查涉及冷光烟花和钢丝棉烟花的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严厉打击钢丝棉烟花的生产、销售、燃

放等行为。台州是否有这些产品销售？2月21日，

记者走访多个烟花爆竹销售点了解情况。

“现在鞭炮有得卖吗？冷光烟花和钢丝棉烟

花有吗？”

“钢丝棉烟花不安全，从来不卖的。冷光烟花

也没有货，想买别的鞭炮，正月十五再过来买，现

在不卖的。”

在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附近，做了十几年烟

花爆竹生意的潘女士坐在一处贴有“禁止吸烟”

标志的集装箱门口说。

在走访过程中，多家烟花爆竹销售点的老板

都给出了和潘女士一样的答案。

“冷光烟花属于烟花爆竹产品，可以进行合

法生产销售，目前台州市场上这类产品不多。而

钢丝棉烟花不属于烟花爆竹产品，属于易燃危险

物品，如果作为烟花爆竹进行生产和销售，就是

违法的。经过我们的摸排，目前这类产品没有流

入台州市场。”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处处长阮

榕望表示。

另外，由于此前部分人从电商平台购买冷光

烟花等产品，因此，电商平台也根据相关规定加

大了监管力度。昨日，记者打开淘宝、京东、拼多

多等多个电商平台查询发现，之前风靡一时的网

红烟花——钢丝棉烟花已经全部下架，查询结果

均显示“没有找到相关的宝贝”。

台州市邮政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也明确表

示，台州一直以来都严密防范违法寄递烟花爆竹

行为，今后也将继续严密防范违法寄递冷光烟花

和钢丝棉烟花行为。

延伸阅读：

冷光烟花又称“冷烟花”，是烟花爆竹产品中

的一种。由于燃放时，火焰（火花）喷出后，温度迅

速降低，距喷射口20厘米处，温度降至约80℃，距

喷射口 50厘米处，温度降至约 40℃，所以俗称冷

光烟花。

冷光烟花虽然火焰温度较低、烟雾较少，但

喷射口温度仍可达 700℃至 800℃，可灼伤人体、

引燃物品，作为烟花爆竹，其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基本属性并未改变。所谓的“可以用手触摸”只是

给人造成的错觉，其实超过两秒，手就会被烫伤，

燃放不当，同样可能引发火灾。

见习记者 骆亚婷

网红烟花迎来强监管，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钢丝棉烟花，没有流入台州市场

延伸阅读

昨日，记者从市建设工程造价事务中心了解

到，虽然新年开工已有一段时间，但我市水泥价

格仍呈现下跌态势。

据统计，以台州海螺水泥 42.5级散装为例，

截至目前，台州市场售价 500元/吨左右，每吨比

春节前下跌约60元，跌幅为10.71%。

水泥经销商陈先生告诉记者，今年 1月以

来，我市水泥价格基本呈现下跌态势，“价格差不

多已经连续下跌两个月了。”

据了解，需求变化是水泥价格下跌的主要原

因。春节前后，部分建筑工地陆续进入停工状态，

水泥市场需求明显减少，直接影响了市场价格，

水泥企业也同步调整了出厂价。

另外，开年以来，周边地区水泥价格也呈现

下跌态势，这也影响了我市水泥价格的走势。“水

泥整体需求还有待启动。”陈先生表示。

记者也了解到，往年惯例春节过后两至三

周，水泥价格尤其袋装水泥通常先回落，再恢复

上调，预计 3月上旬，我市水泥价格或将恢复性

上调。

记者 陈轶男 通讯员 应健

需求变化是主因，预计3月上旬，价格或将恢复性上调

我市水泥价格连续下跌两个月

店长推荐、热销、抢购……日常生活中，不少商家都会

在店内用上“推荐型”的字词作为宣传词。但这些看上去能

让广告宣传更加权威、更有可信度的字样，一旦用上有可能

违法。近日，我市查处了多起涉及“推荐”字样的广告宣传违

法行为。

“这家酒店很可能利用CCTV做宣传，欺骗消费者，希望

你们能核查下。”近日，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

报，一家打着“专注海鲜22年，CCTV推荐品牌”的酒店疑似

通过虚假宣传，吸引消费者。

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到达该酒店后发现，

“专注海鲜22年，CCTV推荐品牌”的宣传语随处可见，告示

牌、包厢内的桌贴、餐巾纸外包装上都印有这些字样。这些

随处可见的广告语，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

经过调查，这句响亮的广告语，一半是真一半是假。“这

家店的老板跟海鲜打了 22年交道了，这家店跟CCTV也有

交集。”执法人员介绍，去年，CCTV2美食栏目来该店进行过

拍摄、采访，从视频素材看，该视频确实是在该店拍摄取景，

然而整个报道都在介绍海鲜美食，全过程未曾提及过酒店

的名称，也未曾拍摄到酒店招牌、标志等任何酒店信息，并

没有直接对该酒店进行推荐。

该执法人员认为，“推荐”是指把好的事物向别人介绍，

就CCTV2拍摄的视频报道来看，其推荐的是海鲜美食，而不

是这家酒店。该酒店发布不真实的广告，想借央视知名度吸

引消费者，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目前，该案件由黄

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

此外，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开展民生消费领域专

项整治行动时，也查处了1起含“店长推荐”字眼的广告宣传

违法行为。

“店长推荐”“香丹清含黄芪补气，适合便秘、中老年人

群”……该店一保健食品货架上，两个醒目的广告语格外引

人注意。这些用在保健食品上的广告语，看似寻常，其实已

经违法。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介绍，保健食品属

于特殊食品，经营者在保健食品广告中使用“店长推荐”这

类引导、推荐的宣传用语，会对公众带来误导，造成健康隐

患。对此，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该广告，并进

行了立案调查。

记者 陈佳杰 通讯员 屠冰心 林小雪 金曜远

CCTV推荐？店长推荐？黄岩、温岭有商家因宣传违法被立案调查

广告宣传，“推荐”一词不能乱用

本地中奖注数

11注
406注

5,620注

单注奖金

2,724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044期开奖信息
开奖日期：2021年2月23日

本期销售金额：159，942元

本期开奖号码：08 09 14 18 19
本期出球顺序：09 08 18 19 14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