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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国庆
小长假，相信有不少市民都开
着自家的爱车出门走亲访友或
是来一场自驾游。对于车主们
来说，这段时间居高不下的油
价也成为他们关注的话题。据了
解，继今年9月国内成品油价格
两连涨之后，10月8日24时调价
窗口将再次开启，涨价的可能性
居多。随着油价上涨，近段时
间第三方的手机加油APP也悄
然兴起，使用这类APP充值加
油可以获得一定的优惠，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的视线。

优惠加油 APP 受
到年轻人青睐

日前，市民方小姐就经朋
友推荐，在手机上安装了一款

“油你加”APP，充值中石
化、中石油等加油卡可以获得
一定的优惠。她向记者介绍，
这是一款加油卡在线充值平
台，自己办的套餐充值可以打
8折，如果每月选择更高的消
费套餐，折扣更多。“我是朋
友推荐安装的，注册需要提供
车辆信息，还有车主的身份
证、扣款银行卡等信息才可以
使用，我一个月加油要花
1000多元，这样一来可以省
不少钱。”

周巷的周先生也安装了
一 个 类 似 的 “ 车 到 加 油 ”
APP， 注 册 流 程 和 “ 油 你
加”差不多，平时有加油优
惠券和加油满送活动，比在

加油站加油直接结算便宜不
少。周先生介绍，身边很多年
轻朋友都在用这类软件，“我用
这款软件主要是有些加油站不
支持微信、支付宝等付款方
式，这款软件可以在 APP上选
择加油站、油品、油枪号再付
款，就不用下车付钱了，发票
也可以在上面查看。”

记者登录 APP 商城搜索发
现，这样的加油类 APP远不止

“油你加”“车到加油”这两个，
类似的还有“享车”“享油宝”

“光汇云油”等多款软件，提供
便捷寻找加油站、移动支付、优
惠补贴等服务，但主要是通过储
值、加油打折的方式来吸引客
户，还有的推出储值收益的形
式，存入的资金可以享受固定的
年化收益。

优惠加油 APP并非
加油站授权，市民选择
需谨慎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优
惠加油 APP基本都是需要预付
费的，而且并不是加油站官方授
权。因为这类 APP都涉及银行
卡，随后记者又分别咨询了两家
银行了解情况。宁波银行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理财经理告诉记
者，这类 APP大部分都是互联
网金融产品，只是把投资收益转
换成了加油卡充值的折扣，“用
这类 APP最好谨慎一些，如果
是需要预付款的，最好每次少充
一点，观察一段时间，以免平台
资金链断了钱打水漂。如果是先

消费月末付款的那一类就更需要
谨慎了，这种方式有些类似信用
卡消费的性质，最好看清楚合同
条款，以免不必要的损失，就像
早些年很多银行都推出过加油信
用卡，漏还或者迟还都会影响信
用。”

此外，记者又咨询了中石化
慈溪支公司和中石油宁波分公
司，从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类
软件都是第三方充值平台，充值
的安全并不受保护。中石化、中
石油都有官方充值APP，平时也
会有各类充值优惠，虽然幅度不
大，但充值更放心。

优惠加油APP层出不穷
市民还需谨慎选择

本报讯 低价仿制品不
断“侵占”市场，给拥有
专 利 的 公 司 带 来 不 少 损
失。如今，在企业遭遇侵
权时，公证正逐渐成为知
识产权的“保护利器”。近
日，市公证处创新服务方
式，将传统面对供货方的
购物监督公证转化为面对
代购方的监督公证。

8月底，市公证处收到
了某公司的公证申请。该公
司代理人表示，近年低价
仿制品的挤压给公司造成
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
保护自己公司的专利权，
他们想收集相关证据，并
提交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
行处理。因该公司无法在
本地以公司名义购买到侵
权的产品，故委托德清县
某公司购买了相关疑似侵
权产品。“因为他们提前购
买了该笔货物，传统购物监
督已经不能适用，所以我们
提出对申请公司收取代购货
物的现场进行公证监督，这
是对传统办证方式的创新。
一旦这一模式得到认可，今

后将最大限度保护产权人的利
益。”市公证处主任朱伟胜这
么说道。

收到申请的周末，市公证
处公证人员加班赶往德清，对
申请公司收取代购货物的现场
进行公证监督。在双方公司人
员进行货物交接、办理交货手
续后，公证员随即对该批货物
进行封存并在法定期限内出具
了公证书。同时，公证人员还
在公证书后面附上各类材料，
包括现场工作记录、情况说
明、购买票据等，构成了相应
的证据链，为该公司维权举报
或民事诉讼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

企业遭受产品侵权，需
要有证据权利意识和证据固
定意识，而通过公证取证
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侵权行为证据的取证难
问题。记者了解到，为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今年来，
市公证处积极贯彻落实省司
法厅制定的 《司法行政惠企
便民法 律 服务二十条》 规
定，及时按下公证惠企便民
的“快进键”，做到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为企业提供
优质、高效、便捷的公证服
务。

产品遭侵权
公证创新服务帮维权

本报讯 近年来，医疗
卫生领域“最多跑一次”改
革举措风风火火推进。那
么，“智慧医疗”究竟有哪
些？这些改革举措到底便不
便民？日前，市第三人民医
院举办“医院开放日”活
动，邀请十位市民现场感
受。

“电话、网站、微信、
APP都可以预约挂号。”“就
诊后可以诊间结算，医生处
直接付费，不需要排队。”

“自助机缴费也有多种付款
方式，现金、微信、支付
宝、银行卡，还能刷脸支
付。”“在门诊综合服务中
心，转诊、预约、复印、盖
章……都能一站式解决，不
再兜转科室”……在医院相
关负责人的带领下，市民代
表按照就医流程，依次走进
门诊大厅、诊室、检验科、
放射科，实地体验每一个就
医环节。市民代表还饶有兴

趣地参观了云诊室、手术
室、制剂室，近距离体验医
务人员岗位。

30多岁的张先生经常在
医院做志愿者，他对医院的
各 项 便 民 举 措 很 有 感 触 ，

“相比以前，现在窗口排队
大大减少了，老百姓对自助
机不再陌生，连很多老人也
用得很溜，这点要为医院的
举措点赞！”

该院 沙 副 院 长 告 诉 记
者，“最多跑一次”改革，
就是要从群众看病就 医 的

“关键小事”做起，着力优
化服务流程，改进服务方
式 ， 提 升 服 务 绩 效 。 2020
年医院计划评审二级甲等
医院，不仅医疗技术上要
上一个档次，服务也要与
时俱进。“下一步，我们还
将进一步拓展服务，比如
在 门 诊 增加共享轮椅，开
展手机移动支付和在线建
档功能，病区也实现自助
结算和床边结算等等，让患
者感受到更舒适的医疗服
务。”

医院开放日
市民体验

“最多跑一次”

方方正正的一块“东坡
肉”踞在碗中央，色泽红亮，
味醇汁浓，层层纹理清晰可
见，令人只想大快朵颐。然
而，这却是一道由嫩豆腐制作
而成的“东坡肉”，不但形状
像东坡肉，而且口味上也非常
接近。就是这道出神入化的创
新菜式，让高旭晖在第四届全
国烹饪技术比赛中凯旋而归。

高旭晖是白金汉爵的大
厨，也是汉爵集团菜肴研究所
的所长。1991年毕业于慈溪
市城镇职业高中，在校期间就
曾多次在慈溪市、宁波市的技
能比赛中获奖。1995年，他
进入峙山宾馆，拜师杭州名厨
冯 洲 斌 学 习 杭 帮 菜 。 2000

年，进入国际大酒店工作，后
入职慈溪阳明餐饮城、合肥金
环大酒店等，2010年，厨艺
高超的高旭晖加盟汉爵集团，
成为集团厨师团队的核心人
物。

架着副框架眼镜，皮肤白
白净净，高旭晖身上有一股文
化人的气质，仅从外表来看很
难跟厨师联系在一起，不过他
已经拥有 30 年的从业经验，
是汉爵集团 10人菜肴研发团
队的掌舵者。“徽菜：重油重
色，代表菜有红烧臭鳜鱼、胡
适一品锅等；杭帮菜：又称迷
踪菜、江湖菜，鲜咸味为主；
宁波菜：海鲜为主，讲究原汁
原味……菜肴跟地理环境、人
文环境、饮食习俗密切相关，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烹制特
点。”高旭晖对中国的饮食文

化和多种菜系都有了解，尤其精
于杭帮菜和徽菜。

“想要做一名出色的厨师，
基本功是基础，也是关键。”高
旭晖的一手绝技和他的苦练苦思
密不可分。学校毕业后，他如愿
谋得了一份厨师的工作，但他给
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每天提
前 2 个小时上班，学习烹饪技
巧，下班后还练习翻炒沙锅，就
是把锅装满沙子进行翻炒，练习
臂力和熟练程度。那段时间，手
上长泡、割伤是常事。正是这份
刻苦和坚持，才有了厨艺的突飞
猛进。1999年，高旭晖在全国
烹饪技术比赛中揽获了金奖，这
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肯定和激励。
随后，他又获得“浙江省旅游行
业烹饪高级大师”“中国烹饪大
师”等称号，并成功取得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

担任汉爵集团菜肴研究所所
长后，高旭晖更忙了。早上的研
究所例会对不合适的菜式进行会
诊，然后根据发现的问题对症下
药，再把调整方案制作成视频供
集团几家分店的厨师学习掌握。
他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菜肴的研发
创新上，有空就搜索网络查找各
地的美食视频，听相关的美食讲
座，从中获得灵感。他也看《中
餐厅》《舌尖上的中国》，从中了
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想方设法地
丰富自己的美食库，将舌尖上的
艺术发挥到极致。“多动手，多
动嘴，多思考，多交流，多参加
比赛，都是提高技术、开阔眼界
的好办法。”高旭晖说，现在的
厨师不仅要有过硬的厨艺，掌握
刀工、炒工、摆盘等一整套技
术，还要有学习的能力和开阔的
眼界，这样才能在菜肴上不断推

陈出新。
这几天，高旭晖常州、慈溪

两地跑。汉爵集团旗下现有8家
综合店，办事处设在江苏省常
州，南京店也即将开业，所以他
特别忙。“很开心能够成为‘上
林工匠’，这对我来说责任更大
了，不仅自身要成为行业排头
兵，还要起到先锋模范的带头作
用。”高旭晖说，他计划成立一
个自己的工作室，挖掘和传承慈
溪的传统美食，提供相关培训和
咨询，还打算出一本慈溪本地美
食的书籍，将美食文化与慈溪旅
游有机融合起来。

将舌尖上的艺术发挥到极致
——记2019年慈溪市上林银匠高旭晖

本报讯 “现在这里安
装了防护装置，不怕小孩子
磕到碰到了”“要感谢供电
部门，及时消除了安全隐
患”……这几天，家住观
海卫镇城隍庙社区新义小
区的居民看到电线杆安装
上了防护装置，在小区业
主群里表扬当地的供电部
门为他们及时消除了安全
隐患。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一
个多月前，新义小区一房屋
拐角处新换了一根电线杆，
在电线杆旁边又安装了两根
电缆保护管，分别用抱攀和
电线杆固定住。但是，电线
杆底部的抱攀螺丝尖完全暴
露在外，没有安装保护装
置，不仅不美观，还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而该拐角处也是小区小
朋友每晚最喜欢玩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滑滑板、玩小推
车，大人们时时提心吊胆，

担心不小心碰撞到电线杆处，
容易出事故。为消除安全隐
患，有热心居民特意在电线杆
旁放置了一圈泡沫板，用绳子
捆住。

用泡沫板消除安全隐患也
非长久之计，对此，小区业主
在业主微信群里献计献策。之
后，居民韩崇德立即想到了上
次来小区修理电箱的一位供电
所工作人员杨利凯，当晚就把
情况和对方详细说了一遍，希
望供电部门采取措施，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不
少居民下班回家就欣喜地发现
该电线杆外围已经安装好了
防撞墩，消除了安全隐患，
居民们为供电部门的快速反
应点赞。

对此，观海卫供电所观城
供电服务站副站长杨利凯说，
当时他们安装的时候没想到设
置防撞墩，也是一时疏忽，接
到小区居民的反映后，站里十
分重视，第一时间采取了措
施，安装了防护装置。

电杆未装防护装置
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消除

喷雾除尘
日前，在三北大街上，一辆喷雾降尘车正在向空中喷洒水雾降尘，让市民生活更加清洁舒适。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全媒体记者 杨昀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通讯员 冯培 瓷任社

■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蒋谦 沈丹媛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云 许柏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