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王卫红 版式 龚晓旭 责任校对 胡天林 2018 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社会生活4

本报讯（记者桂晨）9 月 12 日，桂林市渣土行业协会正式揭
牌，这也意味着桂林渣土行业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改革再进
一程。

据了解，目前协会共有 32 家成员单位，涵盖我市渣土运
输、汽车维修、劳动服务、道路管理、工程爆破以及建设开
发等相关领域的企业单位，其中包括 19 家渣土运输处置公
司。市渣土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协会将在市城管委和
市渣土办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同业交流与合作，在强化行业
自律的同时，不断推动桂林建筑渣土管理步入规范化、长效
化、制度化发展轨道。

据悉，我市渣土行业改革从 2016 年实现公司化处置开
始，此后渣土从装载运输到倾倒的全过程均由专业的渣土公
司按照规范完成。目前，我市拥有智能环保专用渣土运输车
313 台，一改过去的渣土处置模式落后、秩序混乱、车辆老
旧、超限超载、洒漏污染多发频发等局面。而我市建筑垃圾
执法的监管方式也实现了从人工驻守、巡查监管，到安装车
载 GPS 终端、建设建筑垃圾运输车监管平台的智能型、科技
型监管的转变。

市城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渣土协会的成立是顺应城市
建设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管理深化改革，推进桂林生
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这一管理平台的建立为实现城市扬
尘科学精准治理、守护“桂林蓝”提供了新的保障。

本报讯（记者桂晨 通讯员刘天峰 蒋菲迪）“做生意要依
法依规，你这样沿街经营，严重影响楼上居民正常休息，对不对？
我们是要长效化管理的，今天来,明天也来，直到将非法经营的
夜市摊取缔。”9 月 10 日晚，在乐群路一夜市摊点，秀峰城管对
夜市违规经营者鞠某说的一番话，打消了他心怀侥幸、讨价还价
的心理。

9 月 10 日是秀峰区夜市联合专项整治行动的第一天。从当
晚 11 点半到次日凌晨 2 点，秀峰城管大队联合辖区公安、食药
监局、工商局等部门，对黑山路、红岭路、漓滨路、乐群路、信义路
等重点路段进行整治，重点对夜市占道经营、环境脏乱差、油烟
乱排放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当晚共整治夜市顽疾点位 9 处，
收缴烧烤架 3 副、冰箱 1 台、桌子 35 张、椅子 140 张。

据悉，此次夜市联合整治行动至少持续一个月，采取突击
检查的方式，不设既定路线，整治时间从深夜 11 点半至凌晨
2 点。通过专项集中整治和面对面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强化
夜市经营者规范经营意识，实现常态化管理。

据介绍，自去年以来，秀峰城管大队通过专项整治、夜间巡
查等方式，对夜市一直保持常态化管理，辖区夜市环境大为改
观，但近期通过市城管委信息采集的情况来看，秀峰辖区仍存在
部分抱有侥幸心理的商贩，利用城管晚 11 点下班后的时间占道
经营，刺鼻油烟味和满街的喧哗声令周边群众苦不堪言。对此，
执法人员每整治一个夜市点位，都耐心与商贩讲解市容管理条
例相关内容，并对经劝导仍不整改的摊点坚决取缔。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周锦珊）距
离中秋节还有十多天时间，近日，月饼销售
渐渐进入了“旺季”。中秋月饼历来是商家
“必争之地”，今年也不例外，各月饼生产
厂家使出浑身解数，以求在这场激烈的竞争
中争得一席之地。为此，市消费者协会日前
发布消费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月饼
时需要注意五个要点，以识破购买月饼时可
能会遭遇的各种“陷阱”。

一、看包装。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一定要

看清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如生产日期、保
质期、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成分或配料表、
食品添加剂、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标识
是否齐全；还要查看包装是否完整或真空
包装是否漏气涨袋、散装月饼有无变质；不
要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
产品，不要购买超过保质期的月饼。

二、保凭证。市消协建议消费者尽量
在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食品商店购买
月饼，并留存购物凭证、发票，以便在发

生消费纠纷时作为维权的凭据。
三、查质量。消费者把月饼买回家打开

包装后，还需要认真检查月饼的质量。主要
查看月饼形状、色泽和口味等，优质月饼块
形周正圆整、薄厚均匀、花纹清晰、表面无
裂纹、不露馅。对一些现做现卖的月饼，消
费者购买时要特别观察加工和销售现场是
否干净整洁，加工原料是否合格卫生，多从
安全方面考虑是否消费。

四、看标示。消费者购买月饼后，应

严格按照产品包装上标示的保存方法进行
保存，不要超过产品保质期食用；食用前
要看月饼外观是否正常，有无异味，是否
霉变，一旦发现异常，千万不要食用。

五、忌多食。由于大部分月饼糖分、
油脂含量较高，从市民健康角度考虑，建
议不要过量食用，并保持均衡饮食。特别
提醒老人、儿童及肠胃不适者，要根据自
身身体状况适量食用。

秀峰城管将持续开展

夜市专项整治

桂林市渣土行业

协会揭牌
市消协发布今年第三号警示———

中秋将近，月饼消费“五注意”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白镁妮）“我
们为寻找女儿跨越了几个省市，担心语言不
通没人管，好在你们帮我们把女儿带回。你们
是人民的好卫士、中国的好警察。”9 月 11
日，这封千里之外的感谢信和锦旗从河南新
民市寄来，两位家长用这样的方式向七星公
安分局东江派出所民警表示感谢。

事情还要从 8 月 20 日说起。当天下午，
两位焦急的河南夫妇找到东江派出所，向值
班民警报称其女儿从今年放暑假开始就与同

学到桂林打工，但同学一直不让自己女儿回
家，他们怀疑女儿被其同学哄骗，误入传销组
织。他们跨越千里，辗转几个省市，终于得知
女儿可能在桂林理工大学附近，但由于人生
地不熟，寻女心切的他们不得不向派出所民
警寻求帮助。值班民警王珂、刘奇锋了解情况
后，立即向副所长陈裕阁汇报了此事，陈裕阁
立即指派民警帮助该父母追踪寻找。

民警一边查询女孩信息，一边指导女孩
父母与女孩同学微信联系，获取女孩具体的

位置。但女孩的同学为了混淆女孩父母的
视线，一直向女孩父母提供假信息，误导民
警的找寻方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民警
一昼夜的努力，终于在 21 日凌晨 5 点左
右，在桂林火车北站附近找寻到了那个离
家多日的女孩。但是接下来一个更大的问
题摆在了女孩父母与民警面前——— 女孩不
愿意跟父母回家，并坚称自己并没有受到
任何胁迫与禁锢。

面对女孩的拒绝，女孩父母情绪激

动，此时陈裕阁也顾不得彻夜寻找的疲
惫，语重心长地与女孩谈了很久。从女孩
的父母谈到了这次寻找工作，从民警寻找
的不易又谈到了女孩未来的人生路，最后
女孩哭了起来，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跟
着父母踏上了返家的列车。

随后，民警又接到了女孩父母的来
电，电话里道不尽的是对民警的感谢与夸
赞：“你们东江派出所民警真是人民的好
卫士、中国的好警察！”

民警辗转救少女 群众千里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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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会多门外语，当年她是出名的“月亮妈妈”，如今已是 74 岁高龄的“月亮奶奶”。近段时

间，她用英语、法语等语言和外国游客自如交流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有的点击量破千万——

本报讯（记者秦紫霞 通讯员蒋雪）九月开学之际，食堂
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了学生家长们关心的话题。近日，象山
区食药监局组织执法人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新学期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检查。

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对辖区 13 所大中专院校和中学
以及 97 所小学、幼儿园进行全覆盖检查，对学校的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情况、从业人员健康
证明和晨检工作情况、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食品留样情况、
餐具清洗消毒情况进行检查。“由于暑假时间长，我们针对原
料储存仓库进行了重点检查，确保过期或是腐坏原材料得到及
时清理。”执法队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发现象山区学校、幼儿园食堂总体
状况良好，但部分食堂食品处理区有私人物品存放，进货采购
食品及原料索证索票不全、记录不完整，未建立从业人员培训
档案等问题。对于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均下达了责令改正通
知书，并将对其改正情况进行追踪检查。同时，要求学校认真
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食品安全。

象山区食药监局开展

学校食堂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莎莎） 9 月 10 日，全市
2018 年“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抽取仪式在市工商
局举行。市旅发委、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监局主要负
责人和相关执法人员参加了当天的抽取仪式。

在抽取仪式上，按照“双随机”的要求，以市区内三星级
及以上酒店作为监管对象库，以市旅发委、市工商局、市质监局、
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作为执法检查人员库，现场进行了随机抽
取，共抽取检查对象 11 户，每户企业随机匹配执法人员 8 人。
抽取仪式结束后，由市旅发委、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监局
四部门组成的跨部门联合执法队，兵分多路第一时间赶赴被抽
取的企业进行检查。此次抽查结果将第一时间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进行公示。

据介绍，“双随机一公开”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中要求
在全国全面推行的一种监管模式。所谓“双随机一公开”，就
是指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
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去年以来，我市工
商等部门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多次对流通领域市场
进行抽查，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市四部门启动

“双随机一公开”

跨部门联合抽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唐侃 唐艳兰 通讯员林
志强 文/摄)阳朔的徐秀珍奶奶今年 74
岁，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却已经有 21
年的导游经验，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徐
秀珍 43 岁开始学英语，通过平时与外国游
客的交流和自己的学习，除了英语，西班牙
语、俄语、法语等多门语言，她张口也能
说，与国外游客对话自如。前不久，徐秀珍
在阳朔用西班牙语为几名西班牙游客做导游
服务的画面，被在一旁观看的国内游客拍下
视频，顺手放上抖音，各大门户网站和媒体

平台都播放了这段小视频，一下子
点击量爆棚，最高的一条点

击量达到了 1000 多万。“奶奶，你的英语
超棒的！”“表示活得不如这位奶奶”……一
时间，老奶奶成了网友们热议和“膜拜”的“网
红”。

9 月 6 日，在阳朔县高田镇月亮山景区
附近，记者看到，徐秀珍对前来游览的外国
人主动上前搭话招揽导游服务。“ Hello ，
Do you need guide ？ Where are you
from ？(你好，需要导游服务吗？你们来自
哪里？)”一串串流利的英文从老奶奶口中
蹦出。得到游客的回答后，徐秀珍马上就能
以该国语言与游客亲切攀谈起来。见到这名
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老奶奶竟然能说出自

己国家的语言，很多外国游客好感顿生，徐
秀珍的生意往往要比别人好很多。徐秀珍
说：“只要外国人一开口，我基本就能对上
话。”

其实徐秀珍早在 2002 年就已经很出
名，并频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因为家在
月亮山景区附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月亮
妈妈”。如今，当年的“月亮妈妈”成了
“月亮奶奶”。 . 据了解，只有三年小学文
化的她从 1996 年开始自学了约 11 门外
语，目前是阳朔拥有导游证年纪最大者。

看来，开学季让学生压力最大的就是这
位“奶奶”级英语通导游了。


徐
秀
珍
奶
奶
的
本
子
上
认
真
记
录
着
外
国
游
客
给

她
的
留
言
以
及
一
些
游
客
在
阳
朔
游
览
的
故
事


徐秀珍奶奶生活
在阳朔月亮山下，当
年人们称她为“月亮
妈妈”，她经常为游客
唱电影《刘三姐》中的
插曲。

徐秀珍
在阳朔用西班
牙语为几名西
班牙游客做导
游服务推荐的
画面，被在一
旁观看的国内
游 客 拍 下 视
频，顺手放上
抖 音 ，成 为
“网红”及全
国网友的热议
话题，各大门
户网站和媒体
平台都播放了
这段小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