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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叶杰红）如
今，餐食外卖已成为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除了规范企业餐食制作流程，保障食品安全
外，如何有效避免餐食在配送过程中的污染
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7 月 28 日，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美团外卖举行“桂林食安封签全域投放启

动仪式”，双方达成共识，携手推动桂林食
品安全“政企共治”，美团外卖将在桂林市
先期投放 50 万张食安封签，以保障本地消
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随着网络外卖成为越来越主流的一种餐
饮消费方式，外卖行业的食品安全也受到越

来越多社会大众的关注，在外卖行业推广食
安封签的做法很有意义，尤其是在后疫情时
代，食安封签能有效避免配送过程中外部因
素对食品的污染。

据悉，“食安封签”将于近日在我市美
团外卖全面加贴。此次推广的“食安封签”
采用一次性特殊材料制成，由商家在餐品打

包时贴上，如被撕毁，将留下永久性痕
迹，消费者可凭此确认自己的餐品在配送
过程中是否完好无损，从而杜绝人为或意
外因素的食品污染。如果发现封签出现损
坏，消费者可以拒绝收餐，并致电外卖平
台投诉。如发生有损消费者利益的问题，
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你收到的外卖“封签”了吗？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携手美团外卖启用“食安封签”

▲近日，灵川县海洋乡思江村的“水果黄瓜”获得丰
收，村民正在打包等待收购。近年来，思江村通过特色果
蔬种植结合旅游发展，村民每年获得收益可以达到 7000
元左右。

记者刘健 摄

采收“水果黄瓜”

辱骂殴打社区创城人员

男子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王亚东 周雪枚） 7 月

28 日上午，漓东街道毛塘路社区工作人员在对第一机床
厂小区楼道乱堆乱放物品进行清理时，住户男子唐某不但
不配合清理工作，还辱骂殴打工作人员，严重阻碍工作人
员执行职务。三里店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
场处置。

目前，全市创城工作进入攻坚克难关键时期。连日来，
七星区各社区对小区所有楼道进行全面修补、喷漆，对废弃
物进行全面清理。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毛塘路社区工作人
员已经先期上门与唐某夫妇就清理楼道间的杂物事宜进行
沟通，唐某拒不配合，指着社区工作人员准备动手打人，被
其妻劝阻。事后，社区工作人员和唐某的妻子再次沟通，征
得她同意后 7 月 28 日上午继续清理，在此过程中，唐某再
次冲出家门想要殴打社区工作人员，被其妻哭泣阻拦。再次
得到其妻同意后，社区将唐某楼道废弃物及门口的旧鞋清
理完毕。

随后，社区安排工作人员清理楼道墙面破损处。唐某见
楼道内只有一名男性工人和一名社区女性工作人员，就冲
上前一巴掌猛挥向社区女性工作人员的额头，导致该工作
人员头晕眼花，差点摔倒。在楼道外的社区工作人员见状马
上拨打 110 报警。事后，唐某还不停地打社区书记的手机，
嚣张地要求归还他的鞋子，还说他老婆说的不算，他说的才
算，态度恶劣，完全没有意识到打人的后果。

目前，唐某已被民警带至三里店派出所接受调查。据
了解，唐某将被治安拘留十日。

今年以来桂林交警查处 96 起“二次酒驾”
大部分违法者不知道：一旦被查处酒驾，信息将会终生在案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聂梦娴

一次酒驾被查，将面临严重的行政处罚。
如若仍心存侥幸酒后上路，“二次酒驾”将面
临更严重的后果。今年以来，桂林公安交警部
门积极推进桂林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预防“减量
控大”工作，多次开展针对酒驾醉驾的集中整
治行动，其间查处“二次酒驾” 96 起。

现场：明知故犯，男子抱侥

幸心理酒后开车

6 月 21 日凌晨 1 时 51 分，李某驾驶小车
行至七星区东二环路金鸡路口 500 米处时，
被七星交警大队执勤民警拦停进行例行检查。
经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其结果为 25mg/

100ml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据李某
交代，当天晚上他与朋友一起吃饭喝了白
酒，聚餐结束后自认为清醒可以开车，没想
到在驾车回家路上被交警查获。

随后经查询，李某曾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警查获。因
此，李某此次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属于“二
次酒驾”。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
关规定，交警部门对李某“二次酒驾”的违
法行为处以 5 日行政拘留，并处 1000 元罚
款，暂扣其车辆；同时吊销其机动车驾驶
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96 起“二次酒驾”被查，

大部分人不知后果严重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今，桂林公安交警

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查处了 96 起“二次酒
驾”；其中 7 月 1 月至今，共查获 10 起
“二次酒驾”。在查处过程中，交警部门发
现，大部分驾驶员对酒后驾驶的行为抱有侥
幸心理，以为自己喝了酒仍足够清醒，可以
驾车上路。至于“二次酒驾”的后果，大多
驾驶人更是不太了解，都以为和一次酒驾被
查的处罚一样。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
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
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如果涉嫌醉驾，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桂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酒后驾驶一旦被查处，其违法行为
将会终生记录，即使经学习重新恢复驾驶资
格，但无论何时何地，再次饮酒驾驶均属于

“二次酒驾”。“即使吊销驾驶证后又重新
考取了机动车驾驶证，但此前的酒驾违法信
息也不会消除。”该负责人说。

据悉，下一步，桂林公安交警部门将继
续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预防“减量控
大”工作，持续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
动，并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一经查实酒驾
和醉驾的违法行为，坚决零容忍，并用强有
力的执法手段震慑违法人员，确保道路交通
安全。

同时，交警部门将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讲解酒后驾车的危害性及酒驾带来
的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动员全社会关
注、支持、参与酒驾醉驾的查处工作；定期
实名曝光酒驾、醉驾典型违法行为，倡导广
大交通参与者自觉守法、杜绝酒驾，真正起
到教育违法者、警示驾驶人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张明安）“我的
孩子被人拐走了！你快来帮我找呀……”7 月
26 日下午 7 时许，百梓派出所值班室接到了市
民陈女士打来的求救电话。陈女士在中山路一
家商场工作，10 岁的女儿带着 7 岁的弟弟在商
场里玩。没过多久，女儿哭着跑来说弟弟不见
了。陈女士慌了神，立即找到商场安保人员，同

时打了电话报警。
赶到现场的百梓派出所民警查看了一段

监控视频——— 视频里，一名身穿黑色裙子的
妇女，从商场里接走了一名小男孩。“你看，视
频里被带走的孩子，个头和我儿子一样，连走
路也一模一样，视频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他被
人带走了……”焦急的陈女士一面指着监控

回放画面，一面哭得满脸通红。一旁的陈女士
10 岁的女儿，同样泣不成声。

难道真的有人在商场拐小孩？为尽快找
到孩子，民警立即将视频截图、大致时间和线
路发送到图侦部门、巡逻大队骑警和派出所
备勤人员，查找、追踪可疑车辆和人员。在反
复对比过后，民警发现，被带走的孩子虽然与

陈女士儿子年纪、身高相仿，但衣服颜色和鞋
子与陈女士描述的有差别，该男孩并非陈女
士儿子。

民警判断，陈女士的小孩应该还在商场
里。于是，民警立即组织巡逻人员、商场保安
在商厦及周边寻找。大约 20 分钟后，在商场
二楼卫生间内找到走失的小孩。原来孩子经
常跟妈妈到商场，比较熟悉，这次玩累了在厕
所睡着了。

见到失而复得的孩子，陈女士对民警连
连表示感谢。同时，民警也提醒陈女士，要注
意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孩子被拐走了？慌神的妈妈报了警
原来却是孩子在商场卫生间睡着了

本报记（通讯员邓双艳)金融活水润乡村，下乡实践
育人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积
极号召当代青年参与公益、助力惠民、锤炼自我、发挥特
长服务社会，近日，建行桂林分行 2020 年度“金智惠民

乡村振兴”暑期学子下乡实践活动再次起航，来自各大
高校、不同专业的 10 名青年学子深入田间地头，在助力
脱贫攻坚、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展现青年风采，以实际
行动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走进扶贫村，田间地头的“金融课”

“来，大家一起跟着我右手拿镰刀，左手抓住稻子，
一挥右手，这样一丛稻穗就干净利落到手了。”青年学子
们在建行驻村扶贫队员肖光华同志、劳模全建军以及当地
村民的指导下，割禾、打谷子，切身感受“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的不易，同时也更加理解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真正涵义。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关注人
群，但他们对金融产品不熟悉。
如何让资产保值增值，如何
借助金融工具提高家庭收
入是他们关注却又不甚了
解的部分，要想做到精
准扶贫，帮助村民干农
活的效果杯水车薪，所
以更重要的是将当代致
富方法、实用知识普及
到乡村。于是，青年学
子们借助建行大学“金
智惠民”工程在乡村振兴
战略领域的资源优势，围
绕“乡村振兴”主题，走向
田间地头向村民通过发放宣传
折页的方式介绍扶贫政策及建行
“裕农通”等普惠金融业务，讲解反非
法集资、防金融诈骗等金融基础知识，引导广大
村民合理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自觉抵制金融谣言，警惕
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谢谢你们，你们讲得真好，真的提醒了我们。”村
民们边接过宣传单边说道。青年学子们通过田地间开展
“金融课”的形式，将金融安全知识传播给村民，在保证
金融发展的同时，提高了村民资金的安全性，为今后的乡
村金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开办“裕农通”，葡萄棚下的“爱马仕”

“一个大学生好不容易走出去，不去闯一闯，却回来
种葡萄？”兴安严关镇鑫鑫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
肖卷忠，毕业返乡便致力于家乡葡萄产业。一开始他得到

的全是质疑声，但是
肖卷忠相信有志者，
事竟成。

“葡萄种植园的
成功真是来之不易
啊！之前合作社的资

金问题始终得不到解
决，一度成为制约葡萄

产业园发展的重大问题，
好在有建行‘裕农通’业务

为咱们葡萄种植户提供融资渠
道，有效地解决资金问题。”肖卷忠

激动地说道。在交流中，学子们得知在建行
“裕农通”的帮助下肖卷忠成功成立兴安县某种植专业合
作社，随后不断扩大，现有社员 286 名，种植面积 4800
多亩，带动当地众多贫困户实现产业脱贫。此外，肖卷忠
还注册了“肖卷忠葡萄商标”，被评为桂林市农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广西示范合作社。听闻肖卷忠的创业故事，学
子们深深地感受到脱贫攻坚金融的力量。

在与合作社沟通学习时，“建习生”们还临时起意
发起了一场直播，打破传统的营销模式，为农户线下销
量不佳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为企业注入了新的血
液和活力。大家意识到，乡村振兴就是需要依靠年轻人
去带头冲锋。“青春为梦想绽放，青春为梦想担当。”
这是小分队下乡实践的目的，要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
乡亲们分忧解难。

重走长征路，红色文化的“大宝藏”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清晨
八点，阳光撒在湘江河畔，建行桂林分行下乡实践学子整
齐站在兴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界首渡口，用心聆听 85 年
前那段长征故事，接受红色文化洗礼，传承革命精神。

在兴安党校季校长的带领下，学子们还来到了红军
堂、湘江战役纪念馆、朱德指挥所、小红军墓、红军标语
楼等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庄严的建筑，肃穆的雕像，站
在会址现场，他们感受老一辈革命家们在红军危急关头的
伟大魄力，无不心潮澎湃。“之前都是在历史课本上读到
红军长征故事，这次来到现场心里特别激动，仿佛能够感
受到他们当年为革命奋斗的那种心情。”实践队员们纷纷
感叹道。作为当代青年中的一分子，更应该传承长征精
神，走好新的长征路。一路上实践队员们唱着红歌，相互
鼓励，在一个个革命旧址中切身感受和体会长征精神。

据悉，建行大学自 2018年 12月由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
成立以来，以“新时代、新金融、新生态企业大学”为发展愿
景，以“共享化、专业化、科技化、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实施开
展“金智惠民”工程，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积极赋能社会。激情
被点燃，青春已出发，乡村有希望。这个夏天，“建习生”们带
着青春奔向田野，他们来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目睹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新成就，聆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呼声，
在青年得到历练成长、乡村得到金融普惠的同时，和谐社会
建设更加深入人心。 （图片由建行桂林分行提供）

这个夏天，带着青春奔向田野
——— 建设银行桂林分行“金智惠民 乡村振兴”暑期学子下乡实践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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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学子走进田
间地头开展
金融知识普
及。

▲“建习生”在讲解员的讲解中重温湘江战役，接受红色文化洗礼。

▲青年学子们来到兴安葡萄种植园开展实地调查学习。

▲青年学子们在当地村民的指导下打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