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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叶杰红 熊
黎）中秋节、国庆节即将来临，共计 8 天
的长假让不少市民心生欢喜。中秋的月饼、
糕点、大闸蟹；节日的出游、聚餐……“舌
尖上的消费”少不了。为了让广大市民吃得
安心、健康，日前，桂林市市场监管局对市
场上销售的各类月饼进行了抽样检验，并结
合节日消费特点，发布中秋国庆消费提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把好食品安全关，树立维权
意识，科学、理性消费。

■提示一：选购月饼、糕点要“三看”

节日期间，各类糕点、月饼等传统节令
食品种类繁多，风味各异，常常让消费者挑
花眼。记者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目前我市
针对各类市场上销售的月饼中的苯甲酸及其
钠盐、山梨酸及其钾盐、糖精钠、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等指标进行了抽样检验。共计
抽检 108 批次月饼，涉及本地和外地共 20
多个生产厂家，结果均为合格。

那么，作为普通市民也要做到“慧眼识
货”对月饼的质量进行甄别。对此，市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给出了“三看”锦囊：

一看证照：在实体店购买月饼等食品
时，要尽量选择证照齐全、信誉好的商铺。

二看包装和容器：购买食品时，注意查
看包装是否完整，仔细阅读包装上的相关信
息，如生产厂家、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
日期、保质期等。如果是购买散装月饼，要
注意查看盛放容器是否清洁，不要购买颜色
或味道异常、超过保质期或无保质期、来源
不明的月饼。

三看细节：网购月饼需更加谨慎，不要
被网上华丽的图片蒙蔽，不要轻易购买所谓
的“爆款”等不知名产品，应选择正规网络

平台的品牌专营店。交易过程中要和卖家
约定服务的各个细节，以免买到“三无”
产品或者假冒伪劣产品。

另外，无论是在实体店还是在网店购
买月饼，都要注意索取并保存好发票及其
他消费凭证，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可作为
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证据。

■提示二：餐厅就餐找“笑脸”

节日假期免不了外出与亲朋好友聚
会。外出就餐千万别忽视了食品安全。市
场监管人员建议广大市民：首先，应尽量
选择持有有效期内《食品经营许可证》或
《食品小餐饮备案证》的餐饮单位就餐，
还要注意查看餐厅所有人员的健康证是否
在有效期内，不要到无证餐馆或未备案的
流动摊贩用餐。

据介绍，我市目前已对所有备案的餐
饮服务单位实施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由高到低依次表示为
“大笑”“微笑”“平脸”，消费者外出
选择就餐时，建议尽量选择食品安全量化
等级高的餐饮单位就餐。

另外，由于新冠疫情尚未结束，市民
在外就餐不要忘了安全防疫，要有良好的
卫生习惯，做到用餐前洗手，自觉使用公
勺公筷，注意分辨食品是否变质、是否有
异物，等等；慎重选择熟卤菜和凉菜冷食，
切勿食用违禁食品，少吃或不吃生食水产
品；切忌暴饮暴食、过量饮酒，以免引起食
物中毒以外的其他胃肠道症状或疾病。

特别提醒的是，如果市民食用购买的
食品或者在外就餐出现不适，要及时就
诊，保留相关资料，及时拨打电话 12315
进行投诉举报以及维权。

“双节”长假将至，对于如何吃得更安心、健康

桂林市场监管部门发布“舌尖上的消费”提示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韦芳蕾 王荣仕）为了确保
国庆中秋长假漓江景区排筏、渡船、游船的安全运营，日
前，桂林海事局、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综合执法支队等部门
对草坪、大圩水域排筏公司、渡船和游船进行了安全检查，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在草坪和大圩排筏公司，执法人员对游览排筏的发动
机、救生和消防设备进行了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求排筏
公司及时进行整改。同时督促公司必须在长假前对安全设备
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并做好台账，更换不合格设备，及时
消除隐患，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整改，保证不出问题。游览
排筏必须统一集中停放并固定好，落实好节日值班制度，保证
值班人员履好职尽好责，以最好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在草坪冠岩渡口，执法人员对冠岩 08 号渡船进行节前
安全检查时，发现该渡船证件、灭火器、救生圈、救生衣、沙箱
齐全，但救生衣没有按要求统一摆放，机舱有少许没有及时清
理的柴油。执法人员督促渡船驾驶员及时进行整改，节日期间
坚持做好疫情防控，严禁酒驾，要平稳驾驶不超载，保证渡运
安全。

据了解，节前，执法队员还将对整个漓江流域的排筏公
司、渡船游船进行抽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国庆中秋长假
期间，执法队员将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工作制
度，文明执法依法行政，严查“黑车黑导黑筏”等旅游乱
象，给广大游客最好的漓江旅游体验。

漓江执法部门

开展节前

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黄佩云）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护存款人的
合法权益，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存款保险制
度的认识水平，近期，邮储银行桂林市分行
开展形式多样的“存款保险”宣传活动。

为切实做好此次“存款保险”宣传活
动，该行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存款保
险”领导小组，负责存款保险宣传工作组
织、协调、推进和落实，确保存款保险宣传
活动取得实效。

该行严格按照活动内容多渠道、多形式
开展存款保险宣传活动，精心制定活动措施，
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室内与室外相补充
的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活动。一是支行大堂、
营业窗口摆放存款宣传折页，供公众免费取
阅，同时在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
二是营业大厅的液晶电视播放《存款保险条
例》，同时发挥网点工作人员尤其是大堂经理

“点对点”宣传的作用，认真回答客户的咨询
和疑问，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三是各支行进

政府、访企业、进社区、走市场开展存款保
险宣传教育活动，加强了企事业单位、小区
居民、工商个体户人员等对存款保险的正
确认识。四是组织全行员工对宣传内容进
行转发，扩大了宣传活动范围，加强了对大
众群体的知识普及面，提高宣传覆盖率。

据悉，邮储银行桂林市分行全辖 101
个网点开展了“存款保险”宣传活动，活
动开展率 100% 。此次活动，共印制宣传
资料 5688 份，网站宣传 1200 余次，微

信公众号宣传 1000 余次，现场宣传活动
65 次，参与群众 800 余人。通过此次宣
传活动，充分让金融消费者更全面了解存
款保险知识，提高金融消费者对存款保险
制度的正面认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今后，邮储银行桂林市分行将进一步加大
存款保险宣传力度，增强存款保险宣传的
责任感，全面贯彻落实好人民银行工作要
求,将存款保险宣传工作作为一项常态化
的重点工作，融入到日常经营管理之中。

邮储银行桂林市分行开展存款保险金融知识宣传

本报讯（记者陈静）退役军人就业的职业目录、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政策问答、劳动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手册……日前，象
山区 2020 年度退伍返乡老兵欢迎会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
万福广场桂林（象山）数字港举行，每一个前来参加招聘会的
退役军人，都收到了一个暖心的“大礼包”。

当天活动中，象山区相关负责人对退役军人接收安置政策
及就业创业政策进行了解读，并通过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创业就
业经历分享及现场招聘会等形式，为退役军人和企业搭建了一
个培训、交流、学习的平台。当天还为桂林（象山）数字港成
立象山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揭牌。

“我想了解一下创业优惠政策，加上身边的朋友在桂林都发
展得挺好的，就想试一试看自己有没有可能通过自主创业，走出
一条自己的路。”26 岁的小胡今年刚从广州的部队退伍返乡，当
天他在政策咨询专柜前详细了解了退役军人创业优惠政策。

“来看看我们公司吧，条件好，待遇不错。”在招聘会
上，招聘企业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抢”着向退役军人推介。某
企业负责人的回答揭了谜：“退役军人素质过硬，我们愿意修
改招聘条件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岗位。下次招聘我还来！”
记者看到，该企业的招聘展板上，招聘条件中“需要 2 年以
上工作经历”一行字被划掉，学历要求也从“全日制大专以上
文凭”改为“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当天现场，不少退
役军人与企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现在我们与数字港合作，将优质企业的用工需求信息收集
起来，利用线上、线下等方式传达给退役军人，为企业和退役军
人提供双向互利的平台。”象山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我们还建立台账，针对那些准备就业和就业不稳定
的退役军人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的帮扶指导，根据他们的特长和
市场竞争现状进行分析，协助他们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象山区举办专场招聘会

退役军人受企业青睐

本报讯（记者张苑 文/摄）燃气表如何进行精准度的检
验和检测？动态汽车衡如何为“大吨位”的汽车称重？出租车
计价器如何校准？——— 日前，来自桂林商贸旅游技工学校的学
生代表、三里店社区的市民代表共 30 多人受邀走进桂林市计
量测试研究所的多个计量实验室，零距离了解多种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仪器的检测原理和过程。

据介绍，当天是桂林市计量测试研究所的公众开放日，这
也是桂林市市场监管局“质量月”系列宣传活动的内容之一。
活动中，市民代表们在计量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
燃气表检测室、加油器快速检测车、动态汽车衡检测设备，以
及出租车专用检测车间等地，亲眼目睹了每种设备的检测过
程，并从专业人员的现场讲解中了解到了不少计量知识。“原
来所有燃气表在给住户安装之前都要经过这么严格的检测。”
“现在明白怎样辨别出租车计价器的精准程度了。”……结束
参观后，市民代表们都表示收获不小。

“我们举办‘计量开放日’活动已经十多年。目的是为了
宣传计量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计量工作的普遍性和重要
性。”桂林市计量测试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所从事
的计量检测工作涵盖三大领域，即：工业计量、科学计量、民生计
量。此次的开放日活动主要针对民生计量的范畴，选取了与生活
息息相关的几个实验室向市民开放。下一步，他们还将开放更多
领域的计量实验室，让市民多方位了解计量知识和计量文化。

计量实验室开放

市民“探秘”民生计量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清 唐大钧）近日，灌阳
县居民胡某因食用在山上采摘的野菌中毒，生命垂危。经过多
天抢救，日前，市第二人民医院中毒救治中心医生为胡某卸下
呼吸机，他可以自主呼吸并恢复清醒，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胡某是灌阳县水车镇某村村民。每年春秋两季下雨时，家
附近的山上就会出现很多野菌，他经常采摘野菌食用。时间久
了，胡某对部分野菌是否可以食用有所了解，他被周围村民称
为“菌王”。 9 月 8 日上午，胡某进山采了一筐野菌，带回
家煮食。当晚 10 时左右，胡某开始出现腹泻症状。他以为是
感冒引发的，就煮了点鱼腥草凉茶喝，但随后还是腹泻不止，
并出现呕吐症状。 9 日上午，胡某到灌阳县一家医院住院治
疗。 11 日，胡某病情加重，院方将其转到市二医院就诊。

市二医院医生为胡某检查发现，他的心、肝、肾等器官严
重受损，结合其有食用野菌病史，考虑为食物中毒。随后，该
院中毒救治中心立即为胡某进行血液净化排毒、护心、护肝等
对症治疗。医生又检查了胡某吃剩的野菌，经辨认认为在这些
野菌中掺杂有一些毒菌。诊疗期间，胡某病情进一步加重，全
身浮肿，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经过
持续抢救，胡某终于恢复清醒。胡某醒来后对家人说，“我以
后再也不吃野菌了。”

市二医院中毒救治中心主任喻晓东介绍，今年该中心已连
续接诊 30 多名食用野菌中毒的患者，其中 9 月 8 日以来就接
诊了 17 人，部分患者还是一家人集体中毒。一些野生毒菌与
食用菌外形相似，鉴别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并借助一定的仪器设
备，仅靠肉眼难以辨别，极易误食引起中毒。毒菌所含毒素较
复杂，或因地区、季节、品种和生长条件的不同而各异。市民
误食野菌后，如出现身体不适或中毒症状，应及时到有救治条
件的医疗机构就医，最好能携带剩余样品，以便鉴定种类，方
便医生精准采取治疗措施。

采食野菌“菌王”竟被放倒
9月8日以来，市二医院中毒救治中心

连续接诊 17 名食用野菌中毒患者

市民代表在燃气表检测室参观。

本报讯（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蔡立松
文/摄） 9 月 25 日， 2020 年资源县“中国
农民丰收节”在该县两水苗族乡举行，
2000 多名农民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
开展“脱贫重担肩上挑”挑稻谷、“精准施
策盯目标”抛绣球、“一举摘掉贫困帽”蒙
眼转圈摘帽子和“小康路上齐心力”拔河比
赛等趣味活动，以农民朋友特有的方式庆丰
收、迎国庆。

当天上午九点多钟，两水苗族乡广场彩
旗飘扬，人头攒动。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后，活动拉开了序幕。挑 40 公斤稻谷 25
米往返跑、以行政村为组的拔河比赛等一系
列有趣的比赛，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资源县农村农业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组织开展好农
民丰收节，展示农民群众一年来的劳动成
果，营造丰收喜悦的浓厚氛围，有利于调动
全乡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创造性，
凝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近年
来，两水苗族乡通过建立“企业+合作社+
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围绕有机蔬菜、
红薯、辣椒、竹山鸡、两头黑猪、食用菌等
6 大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 998 户，产业覆
盖率达到 98 . 2% ，走出了一条产业扶贫、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十三五”期间两水苗

族乡已脱贫 1011 户 3887 人，今年将完成
20 户 46 个贫困人口脱贫，极度贫困村烟竹
村脱贫出列，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农稳天下安、农富国家盛。近年来，资
源县农业充分发挥自然禀赋和产业基础，着
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扶持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产业

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绿色有机发展和高
质量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目前，全县已初步形成了“三区两带
一中心”的农业产业发展格局：三区即以
中峰镇为主的红提、猕猴桃、柑橘、蓝莓
等特色水果生产区，以资源镇、梅溪镇、
瓜里乡为主的优质水稻生产区，以车田、

两水、河口为主的西红柿、辣椒、叶菜类
等夏秋高山蔬菜生产区；两带即资江流域
特色养殖+中药材产业带和浔江流域有机
种植+休闲农业产业带；一中心即是以县
城为核心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冷链物流
配送中心。在资源县，一幅特色“农业稳
县”的美好画卷正在逐步绘就。

庆丰收 迎国庆

资源举办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日前，丽君路 12 号 3 单元
2 楼的独居老人廖素珍家里来了一
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丽君街道丽
君社区的工作人员，为老人送来了
大米、油和月饼等慰问品。

据了解，丽君社区一直很关注
辖区特殊群体的生活，经常上门对
他们进行慰问。中秋和国庆节临
近，将为辖区 40 多户低保、残
疾、独居、计生困难家庭送去节日
的问候。

记者陈静 实习生陈易民 摄

▲挑稻谷往返比赛现场。

▲拔河比赛现场。

日前，园林工人冒雨在
灵川县滨江北路修整道路景观
带。国庆、中秋“双节”将
至，灵川县园林所组织园林工
人对国道 322 线以及滨江北
路等主要交通要道中的景观带
进行修整美化，迎接节日的到
来。

记者刘健 通讯员廖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