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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分
秋分”
”
将至，
将至
，
只待天凉好个秋
淮南市社区
运动会启动
为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
全民健身、弘扬体育文化，9 月 19 日上
午，由市教育体育局主办的 2021 淮南
市社区运动会启动仪式在民生体育馆
举行。本次社区运动会共分为三大
类，分别是比赛类、展演类、非全运会
项目类共 17 项，将分布在全市各个县
区开展。
本报记者 李严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淮南市气象资料显示，上周淮
南站最低气温 19.7℃（上周五），最高气温 33℃（上周日），
一周降水 15.2 毫米。
昨日是传统佳节“中秋节”，今年中秋之际，依然暑热
未尽，亏得头天裹挟着冷空气的降雨，浇灭燥热，带来阵
阵凉风，这才有了秋天的模样，让这个中秋节过得惬意
些。
农历“中秋节”和二十四节气“秋分”挨得最近，
“中秋
节”也称“祭月节”，古代最初“祭月节”的节期便是“秋分”
这天，后来才是农历八月十五。明日便到“秋分”，
《中国
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9 月 23 日 16 时 21 分将迎来“秋
分”节气，意味正式进入秋季。按农历来讲，
“ 立秋”是秋
季的开始，到“霜降”为秋季终止，而“秋分”正好是从立秋
到霜降 90 天的一半，
所谓“平分秋色”
是也。
秋分时节，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均先
后进入了秋季，北方冷气团开始具有一定的势力，凉风习

习，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秋高气爽。从秋分这一天起，太
阳光直射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白天逐渐变
短，黑夜变长，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而地面
散失的热量却较多，气温降低的速度明显加快，昼夜温差
逐渐加大。农谚有：
“一场秋雨一场寒”，
“白露秋分夜，一
夜冷一夜”。
据淮南市气象台预报，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回升。从周四开始，受副高边缘和低层风切变影
响，云系较多，有段阴雨天气过程，气温逐渐下降，其中周
五本市沿淮及以北降水较明显。
具体预报如下：
9 月 22 日，
多云转阴，
22～33℃；
9 月 23 日，
阴，
22～32℃；
9 月 24 日，
小雨，
北部中雨，
21～28℃；
9 月 25 日，
小雨，
20～29℃；
9 月 26 日，
阴，
20～26℃。

田区又一菜市场改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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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于一身

童心向党
共绘梦想
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 摄影报道）
9 月 19 日上午，淮南市第二届“心淮
梦想”少儿书画展在市博物馆开展，
展览时间为 9 月 19 日至 9 月 23 日。
本届少儿书画展由淮南市文化
和旅游局、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协会、
安徽省青年美协淮南分会、市工艺美
术家协会、市美术家协会少儿艺委会
主办，以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旨
在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热
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进一步激发校
外教育全体师生爱党、爱国热情。
本次少儿书画展展出作品 300 余
件，由活动组委会从众多参评作品中
精选而出，涉及书法、国画、油画、粉
画、设计等众多门类，是全市校外美
术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交流与展
示。一幅幅涂鸦、一张张绘画、一件
件书法作品，都是孩子们对美的发
现、美的表达、美的创造，展示了校外
美术机构文明、进取、拼搏、创新的精
神风貌。开展当天，吸引了众多市民
参观。
开幕式上，主办单位还为评选出
的淮南市“优秀美术学校”
“老百姓最
喜欢的网络作品”获得者进行了颁
奖。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摄影报道）选好商品，往智能秤
上一放，单价、重量和总价格等信息马上出现在摊位的智
能显示屏上，支付之后还能取到一张含有二维码的购物
小票，手机扫一扫就能对所购商品进行溯源。这是 9 月
19 日上午，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田家庵区朝阳东路幸
福雅园菜市场看到的一幕。经过三个多月的改造提升，
原朝阳雅园菜市场以新的幸福雅园菜市场亮相。
加快推进菜市场建设和改造提升，是田家庵区坚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民惠民理念的生动写照。今年以
来，该区聚焦共建共享，充分考虑群众需求，积极回应群
众关切，科学谋划方案，有序推进老城区菜市场改造提
升，切实改善老城区交通拥堵和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全面
提升老城品质。
当天上午，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幸福雅园菜市场
看到，正值中秋假期，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宽敞明亮干净的菜市场内购销两旺，各个摊位前
围着前来买菜的市民，人们大包小包采购，为节日的团聚
做准备。幸福雅园菜市场总面积 1600 多平方米，110 多个
摊位（铺面），有生鲜区、水果区、冻货区、豆制品区、牛羊
肉区、猪肉区、海鲜区、淡水活鱼区、活禽区、干货区等多
个分区，功能区划分清晰，商品种类丰富。相比传统农贸
市场，在提供丰富商品供市民选择的同时，该菜场还采用
智能一码通以及新一代智能电子秤，还可通过对销售大
数据分析，为商户提供进销存管理、报表查询等经营支

持，
方便商户做出更精准的经营决策。
据幸福雅园菜市场经理储怀同介绍，市场前身为朝
阳雅园菜市场，今年 6 月份，由安徽祖财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投资改造，通过三个多月的智慧化改造提升，市场面貌
焕然一新，实现了“颜值”与“智慧”并存，通过信息化手
段，提升了市场管理水平，更好保障食品安全，为周边群
众提供了更安全便捷的购物环境。
“ 这里买菜太方便了，
蔬菜、水果、肉制品、海鲜产品、米面粮油等样样都有！”居
民刘女士说，原先的菜市场面积小、环境差，现在可好了，
品种更丰富了，
卫生和质量都有保障。

净化网络市场环境

淮南市 2021 网剑行动亮剑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李晓君）9 月 18 日，淮河
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充分发挥市
网络市场监管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牵头协调作用，联合市
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林业局、淮南海关（筹）、市税务局、市邮政管理
局、人行淮南中心支行等 11 家成员单位下发《淮南市 2021
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
案》
），
于 9 月至 12 月开展淮南市 2021 网剑行动。
此次网剑行动旨在深化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集中整治
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等突出问题，净化网络市场环境，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了解，
《方案》从聚焦电子商务平台，突出平台企业
责任落实；聚焦竞争秩序问题，突出排除、限制竞争问题
治理；聚焦商品和服务，突出社会热点问题治理；聚焦消
费痛点问题，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四大方面 24 小项明确
了全市 2021 网剑行动重点工作。
《方案》明确各部门要结
合工作职能，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原则，充分发挥网
络市场监管部门联席会议作用，加强工作信息沟通和执

法协作，
确保专项行动落实到位，
取得成效。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了解到，在全市《方案》框架
下，市市场监管局将围绕 8 项重点任务展开，包括着力规
范电子商务主体资格、严厉打击网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深入开展互联网广告整治、加
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严厉打击网售假冒检验
检测报告违法行为、强化网络交易信息监测和产品质量
抽查、依法打击其他各类网络交易违法行为。明确要求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以近期开展的
“铁拳”行动、违法违规商业营销宣传集中整治、网络餐饮
食品安全整治为抓手，抓住突发事件、双 11、双 12 网上交
易旺季，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有针对性做好违法行为
线索监测和产品质量抽检等工作。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以专项行动为契机，加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通过行政指导、调研
走访、发布消费警示、曝光违法典型案例等方式，提升
广大电子商务经营者守法意识，改善网络市场竞争秩序
和消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