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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防疫“志愿红”

12315 发布中秋消费提示

购买月饼酒水等要仔细甄别
本报讯 （记者 孙 震 通讯员 刘 畅）
中秋佳节将至，月饼、酒水、大闸蟹等成
为不少人走亲访友的选择。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选择
礼品，12315 指挥中心日前专门发布了中
秋消费提示。

月饼
渠道正规：消费者应选择超市、商
场、专卖店、知名网店等正规销售场所或
渠道购买。现做现卖的手工月饼、散装月
饼等，要确定包装方式和运输条件，避免
过期或被污染。冷加工类月饼，要确认全
程冷链配送，避免因储藏运输不当造成微

生物超标。
检查包装：购买月饼时，消费者要注
意检查食品外包装是否完整、清晰，内包
装应无破损、污染等现象。
查验标签：消费者要仔细检查标签内
容是否齐全。标签标识应该包括食品名
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
（或） 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 9 大项。

酒水
防山寨防勾兑防假酒：购买酒水
时，消费者要避开山寨商品，要看包装

上的生产日期、厂名厂址是否相符，瓶
身是否光洁，粘贴纸外的标注与外包装
是否相符，白酒瓶底上标注的厂名或商
标与包装上的文字是否存在差异。防勾
兑就是要防甲醇、色素、香精等工业原
料勾兑出的酒水。防假酒要看商标标
识，杜绝饮用没有安全保障的“三无”
酒水，坚决不购买包装标识不全或流动
摊贩兜售的散酒。

大闸蟹
看鲜活度：选购大闸蟹，消费者要注
意其鲜活度，不要挑选死蟹或濒临死亡的
蟹。

防“纸螃蟹”陷阱：各大网购平台大
力推广的多是大闸蟹礼券、礼卡类商品，
即 人 们 常 说 的 “ 纸 螃 蟹 ”。 其 销 售 模 式
为：消费者购买“纸螃蟹”后向商家预约
发货时间，待开捕后由商家安排发货。有
消费者投诉，其购买“纸螃蟹”后遇到兑
现难、收到死蟹等情况。
选购小贴士：1.选择正规平台购买。
商家具备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地理标志使
用权的，消费者基本可放心购买其销售
的商品。2.详细了解使用规则。消费者在
购买前应仔细阅读商家对各售后环节的说
明及承诺，尽量选择售后服务完善的商
家。

九月十四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联合爱心企业漯河市金成食
品有限公司为全区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老党员送上月
饼、面包等慰问品，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
本报记者 王 培 摄

顺河街街道

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刘净旖） 9 月
13 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对辖区内培
训机构进行了全面走访及摸底排查。
走访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要
求，对所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
和消防安全进行了详细检查。通过逐
一摸底调查，共排查了辖区 7 家培训机
构，发现部分培训机构存在违规开展
教学和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工作人
员当即开具责令整改告知书，就存在
的办学资质、安全隐患、教师资质等
方面的问题责令其限期整改到位。

韩付国：跳进粪坑救儿童
按照省政府关于实施“互联网+
督查”的工作安排，省政府办公厅
设立省政府“互联网+督查”平台，
开通省政府“互联网+督查”微信小
程序，面向社会征集四个方面的问
题线索或意见、建议：一是反映对
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
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反映我省各
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
三是反映因有关政策措施不协调、
不配套、不完善给市场主体和人民
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优
化政策措施、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
涉及以下事项的留言不在征集
范围之内：一是涉及人大、政协、
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军队和
武警等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事
项；二是对依法应当或已经通过诉
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解
决或者已经通过信访程序处理终结
的 事 项 ； 三 是 应 由 110、 119、
120、122 等紧急热线处理的事项。
请依法依规向纪检监察机关、司法
机关、公安机关、信访部门以及其
他相关职能部门反映。
征集留言的目的是面向市场主
体和广大群众征集我省各级政府及
其部门、单位在落实政策、推进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收集优化政策措
施、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为政府督查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原
则上不对留言人回复办理情况。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留言。

■本报记者 姚晓晓
今年 50 岁的韩付国是临颍县王岗镇
纸坊村人，曾在广州、湛江等地从事海上
石油钻井平台建设维修工作。多年来，为
老乡介绍工作、帮助工友筹集善款、给村
里捐资修路、帮村民搭棚焊接……都少不
了他。2020 年 12 月，韩付国不畏严寒脏
臭，义无反顾跳入粪坑，救起了一名两岁
男孩。2021 年，韩付国被评为漯河市第
七届道德模范。
2016 年，韩付国因为年龄大，无法
继续高空作业，就回老家务农。
2020 年 12 月 11 日，在家做午饭的韩
付国忽然听到街上一阵阵呼喊声，立即往
外跑，发现邻居郭秋香正和几个乡亲在找
她两岁的孙子轩轩。他们把村里几条街巷

市创文办提供

找遍了，路口的监控也查了，都没发现孩
子的踪影。

这时，一个孩子提醒韩付国，村子
附近的一个养猪场新挖了个化粪池，里
面排满了污水，而且没有结冰。韩付国
一听，赶紧跑过去，就看到粪坑里有什
么东西在动。他仔细一看，竟是孩子露
在水面的嘴和鼻子。顾不得零下 6℃的严
寒与散发着恶臭的污水，他二话不说就
跳进粪坑，只想尽快把孩子救出来。他
蹚着没过胸口的粪水来到孩子身边，双
手托举起孩子。然而，由于四周又滑又
陡，他无法出来，只能站在水里大声呼
救，直到大家过来把他和孩子拉上来。
韩付国在冰冷的粪水里站了七八分钟，
冻得浑身僵硬，到医院治疗了两天。万
幸的是，孩子因为救治及时，顺利康复。
事后，孩子奶奶郭秋香专程到韩付国
家里向他道谢。韩付国说：“人命关天，
任何人看到都会跳下去救人的。以后如果
遇到别人需要帮助，我还会毫不犹豫地挺
身而出。”

■本报记者 姚晓晓
“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你积极响应倡议，全力抗击疫
情，服从指挥，勤恳履责，为我
们的家乡筑起了一道同心共力的
抗击疫情志愿防线……”9 月 14
日上午，漯河五高高一年级学生宋
婉滢收到了一封感谢信。看着一句
句感谢和鼓励的话语，宋婉滢觉得
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市共有 4187 名返乡大学生
和在校中学生积极响应市委宣传
部和市文明办的倡议，全力投身
疫情防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中。
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市
创文办主任陈建富带领市创文办
工作人员到漯河五高和郾城区沙
北街道小高庄社区，为部分学生

志愿者送上感谢信。
高媛是小高庄社区的一名返
乡大学生，也是一名预备党员。
从 2020 年开始，她每个寒暑假都
会主动到社区参加志愿者活动。
防疫期间，她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有关要求，协助社区工作人员认
真对来往居民逐一进行测量体
温、查验“双码”、登记身份信息
等。
“这些志愿者为我市疫情防
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顺利开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彰显了新
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市志
愿服务工作指导中心工作人员
丁一凡说，下一步，他们将继
续引导青年志愿者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投身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为我市建设更高水平文明
城市贡献力量。

9 月 14 日，沙澧河交汇处，工人正在清理河道垃圾。连日来，市沙
澧河建管委加大河道清理力度，每天安排人员对河道的垃圾进行清理。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9 月 14 日，郾城区沙北街道孙庄社区请施工人员对孙庄中街 85 号院
刘桂莲老人的屋顶进行修缮。刘桂莲今年 80 岁，是低保户，家中房屋
年久失修，屋顶常漏雨。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马辉：优质服务 保障供水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为个
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
进步注入活力。正是依靠敬业奉
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辉就
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代表之一。
■本报记者 陶小敏
马辉今年 37 岁，中共党员，市清源供
水公司项目四部副经理，也是一名供水管
道技师。自 2003 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
发扬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在岗位上兢兢
业业、刻苦钻研，以娴熟的技术和热情的
服务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好评。
马辉主要从事高层供水安装工程及
二次增压设备的安装维修，经常奔波于
市区的各个工地和小区。只要有用户反
映问题，他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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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实践积累，他早已成为业务上的
行家里手，擅长解决各种高层供水工程
中的疑难问题。
2015 年冬，在防冻抢修任务很重的
情况下，市区广鑫帝景城小区二次增压设
备时常发生故障，但始终找不到原因。他
到达现场后，经过认真分析，判断故障是
大流量跑水所致。经过排查，他在地下室
发现减压阀被冻裂了，立即关闭阀门，并
安排抽排积水，连夜抢修，很快恢复了广
鑫帝景城小区居民的正常用水。
今年 7 月郑州遭遇特大暴雨，受灾严
重。他主动请缨，和公司其他抢修人员一
起，驰援郑州自来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赶到郑州后，他和同事立即奔赴已经停水
好几天的宏江瀚苑小区。该小区高层供水
设备都在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有积水和垃

东山北路与黄河东路交叉口向南约 15 米路
西，路边垃圾没人清理。

圾，处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儿。他和同事
克服困难，在积水中排查。马辉很快判断
出故障原因，快速统计受损且需更换的电
气设备。由于郑州受灾严重，这些设备在
郑州难以购买，他便连夜协调从周边市调
配送至郑州。在设备没到之前，为减少维
修时间，他不顾难闻的气味儿站在水中对
控制柜进行烘烤。设备到位后，他和同事
一起争分夺秒维修，在次日就恢复了该小
区的正常供水，赢得当地群众的认可和称
赞。
“几天没电或许可以，但一天没水可
不行。”马辉表示，供水工作对群众生活
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履行好
自己的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自参加工作以来，马辉多次被公司评
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

9 月 12 日，郾城区沙北街道双汇国际花园社区组织志愿者在社区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开展义剪活动。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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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西路与柳江路交叉口向北 50 米路东，
路边垃圾没人清理。

珠江路与燕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 5 米路
南，地砖破损，影响出行。

兰乔圣菲小区植被缺失，每逢下雨，路面
泥泞，出行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