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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秦文琴)桂林三花酒是桂林“三
宝”之一，其质量关乎桂林城市形象。一些不法分子在市场上销
售假冒“桂林牌”三花酒，不仅损害企业利益，还有损桂林形
象。近日，象山区市场监管局就查处了一批假冒的“桂林牌”三
花酒，并对经营者进行了处罚。

近段时间以来，据群众举报，象山区多处旅游景点及车站周
边的酒类销售商铺出现了冒用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司“桂林牌”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白酒。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经过前期摸排锁定
后，日前对辖区内多家商铺进行突击检查，结果在 3 家店铺内
查获问题白酒 523 瓶。

这批问题白酒经“桂林牌”注册商标持有人桂林三花股份有
限公司鉴定，全部为侵权商品。之后，执法人员又进行了跟进调
查，涉案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其合法进货来源证明。据当事人交
代，这些酒多数是销售人员上门推销的，因进货价比官方渠道便
宜，为贪图小利他们就购进了，也未向推销人员索证索票。最
终，因为涉嫌销售假冒白酒， 3 家店铺的经营者分别接受了上
万元的行政处罚，罚款共计 44660 元。

市场监管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酒类产品时要注意索
要票据，一旦发现涉嫌假冒侵权商品，要第一时间拨打 12315 电
话进行投诉举报。同时，各经营店铺进货时一定要选择正规、有资
质的进货商，注意索要票据，切勿贪图便宜，以免造成更大损失。

景区附近发现

假冒“桂林牌”三花酒
523 瓶假酒，罚款 44660 元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蒋菲迪 赵亮)日前，秀峰城管大
队执法队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一起违法乱贴小广告行为，并依法
对当事人作出相应的处罚。

当天上午，秀峰城管执法队员巡查至西山路时，发现一男子
正在张贴小广告，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制止，暂扣其所使用的工
具，并将男子带到秀峰城管大队做调查。

该男子表示，他用纸贴和印章印这两种方式在主次干道张贴
广告，才贴了几个就被城管抓了现行。经过执法队员对当事人的
批评教育，该男子意识到错误，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经过
这次教训，我知道了这种事不能做，是不对的、是违法的，下次
再也不做了，有损城市文明形象。”

秀峰城管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桂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树木、
地面、电线杆、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任意发布广告，现给
予该男子 300 元的行政处罚，并按市容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的规
定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在城管队员的督促下，当事人清理
他所印的小广告，目前这些小广告已全部被清理干净。

乱贴小广告

被城管抓个现行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陈
文奇 文/摄)5 月 27 日，在中华
小学校园里，伴随着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80 多名一年级学生戴上
了红领巾光荣地加入少先队，他们
以这样的方式迎接即将到来的“六
一”儿童节。

当天活动现场，高年级哥哥姐
姐为新入队的孩子佩戴上红领巾。
这些刚入队的孩子还收到了学校送
上的特别礼物——— 入队礼纪念卡，
上面贴有他们的照片，并写有入队
感言和家长的寄语。

“为孩子们送上入队礼纪念卡，
既是给孩子的一个珍贵礼物，也是
学校对孩子寄予的一份希望。”中华
小学刘校长介绍，该校每个孩子完
成六年学业都会收到 4 张纪念卡，
包括入学礼纪念卡、入队礼纪念卡、
成长礼纪念卡、毕业礼纪念卡，这将
是他们小学生活的最好纪念。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娟)爱美的
你是否每天使用化妆品？你正在使用的化妆
品安全吗？如何科学选购化妆品？——— 自 5
月 25 日开始，我市正式启动“化妆品安全
科普宣传周”活动。本周，由市市场监管局
组织的一系列关于化妆品的科普知识、专家
讲座、有奖竞赛等在线上和线下同步走到市
民身边。

据了解，我市自 2015 年以来已连续 6
年举办“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活动，今
年的宣传周活动时间从 2020 年 5 月 25 日
至 5 月 31 日，宣传主题是“安全用妆伴您
同行”。组织开展科普视频展播、化妆品知
识网络有奖竞赛、执法人员线上培训、收听
专家政策解读、发布消费警示、科普知识进

基层进医疗机构等六大活动。
选购化妆品是普通市民为自己的化妆

品安全把关的第一步。那么，该如何正确
选购化妆品？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
相关消费提示：

首先，购买化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
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和生产批号的化妆
品。购买化妆品时，还应向经营者索取发
票或电脑小票，票据上注明购买化妆品的
名称、生产厂家和生产批号，以便出现问
题后合法维权。

其次，在选购国产化妆品时，应注
意检查产品外包装有无生产许可证(卫生
许可证)号，有无标明生产企业名称、地
址、成分、使用方法等，包装或说明书

上有无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质量合
格标记；选购进口化妆品时，应注意检
查有无中文标签标明进口商名称、产品
的用途、使用方法、保存条件、使用期
限和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等。同时还应
注意产品必须标注进口化妆品卫生许可
批准文号或备案号；在购买用于育发、
烫发、染发、脱毛、健美、除臭、祛
斑、防晒等特殊用途的化妆品时，应检
查产品包装上有无特殊用途化妆品的批
准文号。特殊用途化妆品的批准文号可
以 登 录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网 站
(www.nmpa.gov.cn)，“查询”化妆品
栏目或扫描二维码查询产品的真实情
况。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可拨打化妆品

外包装上标示的防伪查询电话，如果拨
打该电话出现无人接听的情况，建议通
过其他方式进一步核实产品真伪。

值得提醒的是，按照相关规定，化妆
品不应标注适应症，不得宣称疗效或使用
医疗术语。因此，凡在标签、小包装或者
说明书上违规标识化妆品的药用价值，以
及违法宣称“药妆”、“医学护肤品”
的，消费者都不要轻信。消费者如果使用
化妆品后皮肤出现红斑、丘疹、水肿、脱
屑、色素异常、皮肤干燥、瘙痒、刺痛等
疑似化妆品引起的不良反应时，应立即停
止使用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必要时向当
地市场监管局反映。

本周是我市“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
爱美的你，会选购化妆品吗？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秦盛友 周荣华

在临桂区五通镇，今年 67 岁的唐瑞民
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在生意上做到诚信经营，
更是以诚信为立身之本，获得了大家的一致
好评。他还利用自己的威望，把诚信做人、
经商传递给了更多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
下，五通镇的商户个个讲究“以信接人”，
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哪怕自己吃亏，也要恪守“诚信”

“我从 1972 年开始教书，那时候是一
个民办教师，在教学中我会一直给孩子们灌
输诚信、孝敬等中国传统价值观。到 1984
年，我离开学校，选择了经商，并且一直做
到现在，诚信两个字我一刻也不敢忘记。”
5 月 25 日，记者来到临桂区五通镇唐瑞民
的电器商店，看到 67 岁的他亲历亲为，一
边根据顾客的实际需要为他们推荐商品，一
边做一些售后维修的事宜。

采访中，唐瑞民告诉记者，他最初也只
是会一点修理电器的手艺，刚开始就在路边
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一边做着维修，
一边尝试卖一些家电。

“最开始我也就是修修电风扇、收音机
和电视机等，时间长了，也兼顾着卖。但是
那个时候，任何一个家电对普通人家来说都
不是轻易就能拥有的。我记得当时西山村一
个村民花了好多年的积蓄从我这里买了一台
黑白电视机，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坏掉了，那
时候国家才刚开始实行三包政策，许多地方
还很模糊，大家的一贯做法就是能推就推，
实在不行就修一修。我想，人家信任你，花
那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电视机，我们也要讲究
诚信。”唐瑞民说，后来他不断联系他的供
货方要求退换，退换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他自
己承担了下来。

“我也理解供货商，毕竟是用过的电视
机，不能再当新机子卖给顾客，所以我主动
要求换新后的差价由我自己承担。”唐瑞民
说，当时一台电视机的价格在 550 元左
右，就算只是承担差价，也让他有点“吃不
消”，但换来的是良心上的安宁，所以他自
始至终没有犹豫过。

“有了那次的经历，我经商的思路就更
明确了，所以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麻烦
事’我也很乐意去做。”唐瑞民说，在电视
机事件后不久，一台从自己店里卖出去的录
音机又给他惹上了“麻烦”。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一位姓蒋的顾

客在我这里买的录音机，结果回家后就频
繁发生‘绞带’现象，在当时，这种情况
一般是不会换货的。但是我想，这样的录
音机给我自己用起来会舒服吗？所以我就
带着录音机找到供货商，当时还扯了很久
的皮，然后我就抱着录音机去找了工商
局，问题才得到解决。”唐瑞民说，拿到
更换后的录音机，那位顾客特别激动，写
了感谢信送到店里来，当时在顾客中间还
被传为了佳话。

用心搞“经营”，真诚“服

务”大众

“因为我在顾客当中的口碑一直不
错，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都来我这里买东
西，生意自然也就好起来了，所以 2008
年的时候，我终于摆脱了那个十几平米的
店铺，修建了属于自己的门面。”唐瑞民
说，他依然把诚信两个字挂在心头。生意
上有点成就以后，他一直在想着如何做点
有意义的事情。

“我记得是在 2008 年，镇上一家人
使用燃气热水器造成了严重火灾，差点危
及人命。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我立马就联
系了所有在我这里买过热水器的顾客，提
醒他们注意燃气泄漏问题。虽然发生泄漏

的热水器并不是自家销售的，但我还是不
放心，后来我就决定对我卖出去的热水器
全部进行检查，而且不收取一分钱费
用。”唐瑞民说，虽然这项“工程”耗时
费力，但他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唐瑞民告诉记者，虽然他的店面扩大
了好几倍，生意也越做越大，但他的经营
方式和理念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

“我们只是销售电器，也从来没有承
诺过‘保修’，但是乡下人有个习惯，那
就是在你这儿买的东西，就认定你了。我
们有的顾客甚至来自灵川县公平乡和兰田
瑶族乡，他们是走路来买电器，买了还要背
回去，所以每当他们有问题找到我，我也会
及时上门维修。”唐瑞民说，他走过最远的
地方有 30 多公里，因为走不惯山路，往往
清早出门，下午才能到顾客家中，修理好
电器再走路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

“我们的顾客是很淳朴的，只要他们
信任了你，‘诚信’对他们来说，就像天然
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顾客在我们这
里买电视机多给了 500 块钱，当时都不知
道。晚上查账，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立马打
电话告诉他。他还以为我算错账了，再三说
没有多给钱。后来事情弄清楚以后，他才肯
接下那些钱。”唐瑞民说，这样的事情在他
的店里已经不知道发生多少回了。

“我们也不会其他的讲法，但用我们
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诚信’。”唐瑞民
说，在镇上做了 30 多年的生意，他每一
天都会要求自己要对得起“良心”。

“因为唐老板的诚信招牌已经很
‘响’了， 2018 年，我们还把镇上 19
户贫困户的电视机购买和安装任务都交给
了他。他不仅免费为贫困户进行了安装，
还承诺电视机遇到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前
往修理。无论是贫困户还是我们，都很信
任他。”五通镇帮扶干部告诉记者。

用自身影响力，凝聚出

“讲诚信”的好氛围

“我们镇上有二十几户外省人在这里
定居、经商，最初镇上的人排斥他们，我
知道后，就带头去和他们交朋友，后面大
家不仅互相放下了成见，也变得更加亲密
了。那时，县里的工商局在我们这里成立
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大家就会经常聚在一
起，分享一些诚信经营的经历和感受。”
唐瑞民说，协会成立以后，他被推选为会
长，他给大家定下的规矩就是要诚信、守
法经营，做到户户无假货。

“我们协会还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告诉大家诚信经营的重要性，还会互相分
享一些有保障的、正规的进货渠道。”唐
瑞民说，在当地，大家都讲究“以信接
人”，并且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
“诚”也渐渐成了整个协会的“灵魂”。

“因为我当老师教过小孩，所以我明白
好的品格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重要性。
现在，我不仅会在协会里经常讲诚信，而且
还会告诉我的家人，希望大家都树立起‘以
诚立身’的信念，然后我还希望我的子孙后
辈一直把这种品格传下去。”唐瑞民说。

“我们和唐老板接触了几十年了，一直
以来他也是我的榜样，不管是生意上，还是
为人处世，我们这些商家都在向他靠拢。希
望大家一起努力，争取让‘诚信’成为我们
整个五通的金字招牌。”镇上商人老蒋说。

记者还了解到，唐瑞民多年坚持诚信，
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也得到了越来越多
人的认可。多年来，他不仅获得了自治区颁
发的光彩之星、全区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
还多次收到顾客送来的锦旗、感谢信。

“我们都很信任唐老板，他多年坚持诚
信经商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也都在传。有
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不仅让我们能买到
放心的商品，而且大家也多了一个学习的
榜样。”五通镇居民周女士告诉记者。

唐瑞民：三十年不懈坚持

用诚信打造“金字招牌”

▲唐瑞民获得的自治区先进个体劳动者荣誉称号。 记者刘健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时俊超 赵能亮)腊肉、腊鱼、板
鸭等腊味是不少人爱吃的美食，两名湖南男子很喜欢这些腊味，
但却动了别人家的腊肉，行了盗窃之事。

去年 12 月 31 日，全州大西江镇炎井村的周女士发现她家
饭店价值数万元的腊肉、腊鱼、板鸭等食材不翼而飞，赶紧报了
警。大西江派出所民警联合全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展开调查。办
案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及周边进行细致勘查，提取了一些物证。
由于案发地位于广西与湖南交界，案发现场及周边都没有监控视
频，给侦查破案带来了很大难度。

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案发前些日子有几名男子曾到该饭店
吃过饭，行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一线索，民警逐步扩大调查范
围，在桂林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数月缜密侦查，
最终锁定湖南新宁县刘某等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5 月 21 日下午，全州警方赶赴湖南新宁县，并在当地警方
的协助下，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和谢某抓获。

经查，刘某今年 33 岁，系湖南新宁县人，曾因抢劫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并且有吸毒恶习；谢某今年 47 岁，系湖南新
宁县人，曾因盗窃罪被判拘役 6 个月。他们两人交代：去年 12
月到周女士饭店吃饭时，发现饭店厨房内存放着很多腊肉、板鸭
之类的食材，当时就起了贪念。刘某、谢某两人趁着夜色潜入屋
内实施盗窃。得手后，两人迅速逃回新宁县藏匿，并陆续将盗窃
得来的腊味变成了盘中餐。距离作案已过数月，两人认为自己
“安全”了，没想到终究还是逃不过法律的追捕。

目前，刘某、谢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数万元腊肉不翼而飞

全州警方跨省擒“馋贼”

中华小学举办“入队礼”迎“六一”

▲ 5 月 26 日下午，秀峰街道解东社区组织辖区
青少年开展“迎六一，助创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知识竞赛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青少年在欢
声笑语中更直观地了解创城知识，强化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记忆，让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在不
知不觉中深入人心。

记者陈静 摄
▲高年级哥哥姐姐为新入队的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

青年志愿服务进村屯

▲近日，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集团龙胜公司组织 20 名青年
志愿者深入定点帮扶村——— 乐江镇乐江村，开展“电亮八桂·圆
梦小康·青年行动”志愿服务，给村民详细讲解安全用电知识，
帮村里的留守老人开展线路安全检查，给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
打扫环境卫生，以实际行动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图为青年志愿者
在给村民介绍节约用电的小窍门。

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唐若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