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4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
人们称之为小年，从这一天开始，
人们准备年货、打扫卫生……为
即将到来的春节做准备。我国素
来是民以食为天，小年吃饺子已
成为了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今年
的小年也不例外，人们除了吃传
统的美食灶糖外，很多市民都会
吃饺子，在家里或是在饭店……

4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在
对小年吃饺子习俗进行踏查时发
现，很多饺子馆生意火爆，而牛肉
馅的饺子卖得更好。

4日中午，记者来到了卫星广
场附近一家饺子馆，刚到门口就
看到门上贴着“小年吃饺子”的宣
传语，进入饺子馆以后记者发现，
饺子馆内人流涌动，吃饭的桌位
已爆满，而且出现了排队购买饺
子的现象。

长春市民张先生带着孩子准
备在饺子馆吃一顿饺子，但因为
自己来晚了没有位置，只能在旁
边排号等待。由于等待的时间过

长，无奈的他只能和孩子打包了
两盒饺子回家吃，“饺子馆里的人
太多了，我不想等了，打包回家吃
吧，凉就凉点儿吧！”

记者在饺子馆中观察后发
现，饺子馆里的牛肉馅饺子卖得
非常好，市民王女士和朋友买的
全是牛肉馅的饺子，她说，今年是
牛年，吃牛肉馅的饺子寓意扭转
乾坤，牛气十足，希望新的一年有

个好彩头，也希望全国和我省的
疫情马上过去，人们可以健健康
康、快快乐乐地生活。

“我们点的全是白菜猪肉馅
的饺子，白菜馅寓意是包纳百财，
百财进门，我们也希望新年能讨
个好彩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市民马先生表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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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省商务厅、长春市商务
局主办，省商贸服务业发展办公室
及吉林省饭店餐饮烹饪协会、吉林
省饮食文化研究会承办的2021吉
林省“就地过年”线上年夜饭活动正
式启动。

本次活动是疫情防控新态势下，
我省落实商务部等12部门《关于提
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
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的
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引导企业积极
借助“互联网+餐饮”创新经营模式，
提高商品服务供给质量水平，着力
营造减少集聚、安全便利的良好节
日消费氛围，进一步提振餐饮消费，
强化就地过年服务保障。

作为“2021吉林网上年货节”的

一个重要板块，本次活动得到全省
各地区餐饮单位的积极参与，目前
已有200余家餐饮店进驻，其中既
有老字号餐饮品牌，也有连锁名店，
更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各类地道吉味
佳肴，将为省内消费者提供一场品
类丰富、价格亲民、配送便捷的春节
团圆盛宴。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消
费者可通过微信搜索关注“吉林省
饭店餐饮烹饪协会服务号”扫描年
夜饭预订二维码进行下单，购买年
夜饭套餐、年货礼盒、酒水饮料、干
果、特产、蔬菜等半成品或成品，并
提供到店自提、预约配送等多种方
便快捷的配送方式，极大地避免了
人群聚集产生的风险隐患。

据省商贸服务业发展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线上年夜饭，
呈现出多元化特质，既有包含十几
种的家宴礼盒，也有相对轻量的小
家庭套餐，甚至还有不少餐饮企业
也提供单人年夜饭套餐。各餐饮企
业积极开发适合预订配送的年夜饭
套餐、半成品或成品预制菜，为响应
政策“就地过年”的消费者，提供定
制化、多元化、高品质的餐饮服务。
同时针对参与活动的餐饮企业，要
求在食品生产、包装、配送环节进行
防疫管控，确保消费者消费安全。
做到价格合理、质量合格、服务到
位，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度过一个幸福安康的新春佳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2月4日是小年。为了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精神
文化生活，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在
官方微信公众号“长春市文庙博
物馆 孔子文化园”举办“迎祥辞旧
岁 纳福贺小年”小年线上公益
文化活动。活动包括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由长春市文庙博
物馆的工作人员录制小年的民俗
知识视频，介绍小年的来历、不同地
区的主要习俗和现代意义；分享“名
家话小年”，通过著名作家描写的小
年内容，快速掌握小年知识。大家

可以通过观看线上视频，在寒冷的
冬日，感受浓浓的年味。

第二个环节，工作人员精心
准备食材，录制了包饺子的视频，
详细地向大家介绍4种特色饺子
的制作方法，诠释饺子作为中国
的传统美食，蕴涵的深厚文化内
涵，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个环节“年画画年——
中国传统年画展”线上展览。年
画作为我国特有的民间艺术，大
都用于新年时张贴，为民众喜闻
乐见。本次线上展览集中展示了

杨柳青、朱仙镇等地具有代表性
的木版年画作品，普及传统民间
艺术知识，唤起更多人的年节记
忆，共同期待新一年的美好生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
雪 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减税降费的重大决
策部署，坚决制止涉企乱收
费，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不
合理负担，进一步优化吉林
省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近日，吉林省软环
境建设办公室决定面向社会
集中征集涉企乱收费问题。

据了解，此次集中征集
时间的为2021年2月3日至2
月28日。

征集问题的主要内容
有：一是政府部门擅自设立
收费项目、提高征收标准、扩
大征收范围、乱摊派等问题；
二是行业协会商会强制入会
和强制收费，利用法定职责
和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
违规收费，通过评比达标表
彰、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
等问题；三是检验、检测、评
估、认证、鉴定、公证等中介
机构借用行政职能或行政资
源垄断经营、强制服务、不合
理收费等问题；四是水电气

暖等公共事业单位、商业银
行和交通物流、海运口岸等
领域强制服务收费、不合理
收费等问题；五是有关执法
部门粗放执法、过度执法、以
罚代管，以及以疫情防控名
义随意罚款等问题。

企业和群众可以通过以
下渠道反映有关涉企乱收费
问题：

1.微信关注吉林软环境
公众号，点击举报投诉。

2.拨打12342投诉举报
热线。

3.登录吉林省政务服务
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网站
（http://zsj.jl.gov.cn），点击
营商环境投诉举报栏目。

4.打开“吉事办”手机
App，点击营商环境投诉举
报。

集中征集结束后，企业
和群众也可继续通过以上渠
道反映涉企乱收费问题。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就地过年”年夜饭
开始线上预订

迎祥辞旧岁 纳福贺小年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举办小年线上公益文化活动

过了小年就是年

小年吃饺子 牛肉馅的很畅销

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三，
小年。

俗话说，过了小年就是年。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推
进下，春节的喜庆气氛逐渐浓烈起
来。一大早，来自西班牙的吉林外
国语大学教师拉斐尔收到了学校
赠送的“小年礼包”：春联、灶糖、窗
花，还有学校精心制作的2021年台
历、饺子礼券、防疫消杀用品等。“这

份礼物很暖心，中国的春节，有家的
味道。”拉斐尔高兴地说。

收到“小年礼包”的还有来自
俄罗斯、德国、葡萄牙、泰国等国家
的外籍教师们。能够留在学校体
验中国年，外教们感觉很难得；学
校的疫情防控措施也让他们感到
很安心。

“今年寒假，受国际疫情影响，
我校有6名外籍教师因为种种原因

留在了学校。”吉林外国语大学国
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宋丹丹介
绍说，“保障留校外籍教师愉快、健
康地度过假期生活，是我们工作的
重点。为此，我们准备了‘防疫健
康礼包’‘小年礼包’‘春节年夜饭’
等，希望外籍教师们在校园里也能
感受到中国春节的团圆、祥和、喜
庆和祝福。”/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刘暄报道

吉林外国语大学为留校外籍教师发放小年礼包

省软环境建设办公室
公开征集涉企乱收费问题

记者从长春市图书馆获
悉，长春市图书馆将于2月5
日起恢复开放。开馆期间，
继续实行限流预约服务，提
醒各位读者通过图书馆微信

公众平台实名预约，现场扫
预约码、吉祥码、出示通信行
程卡并测温后入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长春市图书馆5日起恢复开放
继续实行限流预约服务

另讯>>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将于2月
5日起恢复开放。

开放时间：2 月5日起正式
开放，开馆时间为9:00—16:00
（每周一闭馆）。

近日，省市场监管厅、长
春市市场监管局代表来到长
春市邮政管理局举办的省市
级首批放心消费示范企业授
牌仪式现场，为长春市邮政
快递业荣获“放心消费示范
企业”的企业代表授牌。长
春市洪泰快递有限公司、长
春信天快运有限公司、长春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宽城四分
部、德惠鑫诚快递有限公司、
长春市精灵快递服务有限公
司、农安县九鼎速递有限公
司、长春市恒顺通快递有限
公司、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
公司长春分公司荣光路营业
部、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
司长春分公司第七十一营业
部、吉林省德邦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南关区幸福街分公
司、长春市中通佳润快递服
务有限公司、榆树市朗达快
递有限公司、吉林省梁石中
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吉林
省天宇物流有限公司等14家
荣获市级放心消费示范企

业，农安县九鼎速递有限公
司、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
司长春分公司荣光路营业部
等2家荣获省级放心消费示
范企业。

在此次创建活动中，长
春市邮政管理局高度重视，
提前部署，制定《长春市邮政
业放心消费示范企业评定标
准》，在行业内部全面开展放
心消费示范企业创建工作，
努力打造一批放心消费示范
店，营造诚信和谐、安全放心
的寄递环境，打响“放心消费
在长春”品牌。

长春市邮政管理局副局
长黄晶表示，此次荣誉既是
对获奖企业工作的认可和褒
奖，更是对全行业今后工作
的鞭策和鼓励，希望各企业
以此次授牌为契机，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推动行业自律
制度，靠提高质量占领市场，
靠优质服务吸引消费者。

/翟月 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 朴松莲 报道

这些快递被评为
“放心消费示范企业”

2月4日，吉林省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式
成立。

省委、省政府落实中央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要求的重要
决策部署，决定成立吉林省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
（以下简称“省执法局”），将原
省质监局稽查分局、省食品稽
查总队、省文化市场稽查总队、
省旅游执法监察总队、省扫黄
打非办公室等单位划入的人
员编制由省生态环境厅及省

执法局管理。
省执法局的核心职责是

负责省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行政执法事项和重大违法案
件调查处理，协调处理重大
生态环境问题和跨行政区生
态环境问题，承担环境信访
工作；同时加强对市县执法
队伍的组织协调和稽查考
核，监督指导市县执法队伍
建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
佳雪报道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