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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目前餐厅是否有提倡餐饮
节约、反对浪费的提醒和宣传？是否严
格落实公筷公勺制度？有没有在食客点
菜时提醒适度点菜？是否主动为食客提
供剩余菜品打包服务？”日前，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深入全市餐饮、酒店等企业，通
过张贴海报、入户宣传等形式，倡导勤俭
节约之风和使用公筷公勺行为，营造浓
厚的文明用餐宣传氛围。

据了解，日前该局与市餐旅烹饪协
会“倡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推广
光盘行动”为主题的文明餐桌倡议书，提
倡广大市民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树立科学饮食新理念，荤
素合理搭配，摒弃不良饮食习惯。提倡
少油、少盐、少糖、低脂食品，养成安全、
理性、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通过户外
宣传栏向广大群众宣传节俭用餐、绿色
就餐，将环保、低碳进行到底，在文明优
美的环境中品尝佳肴，在公众场合里体
现修养，为建设善美韶关助力。

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公筷公勺宣传
和践行节约理念，不仅是防止疾病传染、
促进大众健康的有效举措，也是进一步深

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载体。下一
步，该局将以酒店、学校、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食堂为重点，倡导所有人从自身做
起，做关爱健康、关爱他人的文明倡导者，

倡议辖区百姓形成安全用餐、健康用餐、
文明用餐的良好风尚，齐心协力，共同助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韶关日报记者 钟政宽 摄影报道

我市广大市民践行勤俭节约蔚然成风

反对铺张浪费 提倡公筷公勺
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勤

俭节约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更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

重要抓手。韶关作为北部生态发展

区中坚力量，在近年来的经济社会

发展中，始终坚持把建设节约型社

会作为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重

要突破点。本报从今天起开设《崇

尚节约为荣，向餐饮浪费说“不”》系

列报道，从我市有关部门、各大酒

店、市肆，以及中小餐饮店、农庄和

市民，围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

节约习惯等方面采集亮点，弘扬勤

俭节约文明风尚。

编者按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餐饮店工作人员宣传勤俭节约相关知识。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未成年
人环境保护意识，近日，浈江区车站街
道办在森林公园、森林观邸小区开展

“争做环保小卫士 共建美丽和谐社区”
活动，吸引了 10余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
参加。

活动中，小小志愿者们带上各种工
具，在森林公园捡拾垃圾，志愿者们沿

途向居民群众宣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
识，引导大家树立绿色环境的生活观
念。下山后，小小志愿者们还在森林观
邸小区门口开展了“即兴创作”。市青
少年宫的老师带领孩子们首先进入环
保知识分享环节，颜色鲜艳、内容丰富
的图片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在老师
风趣幽默、深入浅出的介绍中，了解环

保的重要性，孩子们都表示要积极参与
到环保当中来，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做到
保护环境。此次活动，也是落实市创文
办、团市委关于开展流动青少年宫进社
区的活动之一。

通过此次环保宣传活动，提高辖区
未成年人的环保意识，营造了绿色环保
健康的社会氛围。 刘静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今天是第四次“全国残疾预
防日”，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
识，加快残疾预防事业发展，日前，曲江
区残联、曲江区总工会、曲江区妇联舒心
驿站、曲江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联合曲江区图书馆、文化馆共同启动
曲江区第四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
育活动。

活动在曲江区图书馆 4 楼讲座室举
行，邀请了国家二级心理师、韶关市特殊
教育学校邹洁萍老师授课，邹洁萍老师
以“残疾预防，从儿童早期干预做起”为
主题，通过讲座形式普及残疾人的分类、
什么是出生缺陷、0-6 岁是孩子发育成长
的关键阶段要注意什么？监护人要做好
孩子的安全教育等，宣传“残疾预防，从
儿童早期干预做起”的理念，普及儿童生
长发育知识及儿童康复知识，宣传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提高公众残疾预防
意识。

当天，图书馆的读者们参与了此次活
动。图书馆赠送了医用口罩及图书给前
来的听众。曲江区图书馆负责人表示，
此次讲座是区残联及区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辅导中心的工作重点之一，下一步还
将借助社会力量，在社区、乡村等地继续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利用线上+线下讲
座、网络宣传、海报宣传、电子屏等多种途
径，大力宣传残疾预防知识，以开展残疾预
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为契机，发动全社会都
来关心、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支
持残疾预防工作，共同参与、实践残疾预防
活动，确保如期完成各项任务目标。

韶关日报记者 冯春华

曲江区举办“残疾预防，
从儿童早期干预做起”讲座

关爱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

本报讯 日前，乐广高速公路韶关乳
源段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当事司机在大
雨天气驾车时未注意减速，同时操作不
当，造成车辆失控 6秒来了个 540度旋转
漂移，所幸车上乘客全部系上了安全带
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是日下午，韶关各条高速公路普降
大雨，从路面视频可以看到飞速经过的
车辆均能溅起大片的水花，高速公路上
的 LED 电子屏也在提示过往车辆“雨天
路滑，注意降速、亮尾、控距”。15 时 21
分，一辆黑色小客车在经过乐广高速北
行K86乳源路段时由于轮胎打滑突然失
控，压着超车道和中间车道旋转了 540
度，后碰撞中间水泥隔离带才逆向停下
来，期间还险些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
车发生碰撞。

事故发生后，高速交警部门迅速处
置，将该粤 B 籍小客车转移到乳源东收
费站。经询问，司机回顾了当时的情
况，其驾驶车辆以接近时速 120 公里的
速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该路段限速
120 公里/小时），车辆出现打滑现象，情
急之下急踩刹车，这才导致车辆彻底失
控撞向护栏。幸运的是，经检查，当事
车内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身体并无
大碍。

交警提示，雨天行车，由于高速公路
路面附着系数下降，同时一些路段产生
积水的现象，使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系数
大大降低，再加上雨天引起的水雾使驾
驶员视线受阻，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的
行驶条件会变得十分恶劣，稍有不慎就
容易引发事故，因此雨天行走高速路，谨
记“降速、亮尾、控距”。

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杰
通讯员 冯进富

浈江区车站街道办开展“争做环保小卫士 共建美丽和谐社区”活动

营造绿色环保健康的社会氛围

小小志愿者在森林公园捡拾垃圾。

本报讯 日前，宝武韶钢青松志愿者协
会的 20多名志愿者到曲江安山社区康园中
心，开展主题为“炎炎夏日送清凉”关爱残
疾人志愿服务活动，为该中心的残障人员
送去了清凉饮料等慰问品。

活动中，志愿者详细了解残障人员的
生活情况，并在该中心辅导老师的指导下
与残障人员一起制作了手工插花。大家一
起探讨插花制作方法，并相互帮助、取长补
短，现场气氛融洽。

该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此次活
动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弱助残的
传统美德，形成全社会理解、关心、帮助残
疾人的社会氛围，营造扶残助残的社会风
尚，增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
信念。

韶关日报记者 侯海霞
通讯员 潘国伟

志愿者深入康园中心
开展慰问活动

关爱残疾人
夏日送清凉

本报讯 记者从浈江公安了解到，浈
江区将对凤凰路（五里亭大桥至凤凰城
路口段）和凤凰路与省委五里亭旧址连
接道路进行整治提升工作。

据了解，凤凰路（五里亭大桥至凤凰
城路口段）及凤凰路与省委五里亭旧址
连接道路，提升范围从五里亭东桥头至
碧桂园凤凰城路口交叉口和凤凰路与省
委 五 里 亭 旧 址 连 接 段 ，全 长 1736.295
米。本项目的改造包括道路工程、交通
工程、雨水工程。具体开工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24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如遇雨
天，工期适当顺延）。

整治实施期间，该路段试行半封闭
或全封闭施工，过往行人、车辆请按照交
通导向标识和现场交通疏导员指挥通
行。具体交通管制时间以公安交警部门
和整治实施部门现场通告为准。

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和监督该项目
提升工作，对施工期间拒不配合、阻挠施
工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韶关日报记者 刘楚瑶

市区凤凰路与省委五里亭
旧址连接道路整治提升

过往行人及车辆
请按指挥通行

“谢谢他帮了我的大忙，是他沟通
协调为我办理落户、申请低保和建档立
卡，解决了我生活上的大难题。”提起韶
关新丰县扶贫干部余继东，今年 63 岁
的刘利连连点赞道。

余继东是新丰县扶贫办驻马头镇
层坑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自 2016 年驻
村以来，他一直兢兢业业，用实际行动
履行新时期扶贫干部的责任和担当，受
到该村群众的一致好评及上级领导肯
定，帮助全村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为贫困户制定“个性化”帮扶

“这户的户主是余继活，全家 3 口
人，其本人患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妻子是二级肢体残疾，儿子在读大学二
年级。驻村工作队为他们申请了低保
政策补助，介绍其妻子到马头工业园打

工，月收入 2200元”……对于该村 35户
贫困户的情况，余继东了如指掌。在评
定贫困户时，他就对每户的情况进行严
格把关，哪户是五保户、哪户是无劳力
户、哪户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困，他都了
解得十分清楚，为每户贫困户制定的脱
贫措施都精准无误。

贫困户余尚浩 70 多岁，妻子患有
间歇性精神分裂症，三个女儿正在读
书。余继东制定重点帮助其女儿读书
的计划。近年来，除国家给予的贫困家
庭子女就读补助外，余继东还想方设法
通过各种途径为她们争取到 1 万多元
捐助，帮助她们都上了大学。

为贫困村解决“用水难”

2016年前，层坑村村民都是通过小
网管在山上引水或打井取水食用，余继
东认为解决“用水难”是头等大事。经
预算，引驳马头墟镇大网管自来水，虽
然在 2015 年做了一定的工作，农户的
入户费每户已收取 500元，但仍缺口 60
万元左右。余继东主动向对口帮扶单
位领导汇报，积极与其他单位沟通协

调，在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
缺口资金，于 2016 年建成了层坑村的
自来水工程，解决了全村 2300 多人的
安全饮水问题。

通过余继东穿针引线，层坑村建成
村卫站和老人活动中心、安装了路灯、实
现道路硬底化、建设文化活动广场等，大
大改善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为贫困户脱贫爱心坚守

2018 年底，当年已经 55 岁的余继
东并没有因为驻村工作辛苦而要求返
回原单位上班，而是服从单位的安排继
续驻村扶贫。

因为驻村入户，余继东饮食不准
时，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从 2019年至
今，他从没因病请过一天假，每天驻在
村里、蹲在农户家中、走在田间地头。
2019 年底，层坑村 35 户 80 人全部达到
省定脱贫标准。余继东表示要站好最
后一班岗，对贫困户落实脱贫“四不摘”
政策，建立各种扶贫长效机制，巩固脱
贫成效，确保实现稳定高质量脱贫。

余竻兴 李治文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公安局浈江分
局获悉，该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最近成功
打掉一个非法销售假烟团伙，抓获涉嫌犯
罪嫌疑人 6 名，依法刑事拘留 3 人，缴获涉
案各类品牌香烟 40余种，涉案金额人民币
达 16万余元。

7 月 31 日，该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根
据近几个月掌握的线索，充分运用智慧新
警务手段综合分析研判，在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的指导和韶关市烟草专卖局的大力协
助下，兵分三路，果敢出击：一组成功在浈
江区十里亭某路附近一辆车牌号为粤 F3**
35起亚小客车后备厢内查获大量用纯净水
纸箱保存未出售的数箱香烟，一组在该路
段某出租屋内查获大量知名品牌香烟多
箱，第三组在该路段某仓库内同时查出除
上述品牌的香烟多箱。

经核查讯问，抓获涉嫌非销售假烟团
伙人员中，林某典、林某南 2 人均未涉案；
林某慧（女）涉案，因怀有身孕依法处罚；林
某鹏、林某生、林某青对其涉嫌非法销售假
烟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林某鹏、林某生、林某青因涉嫌
非法销售假烟被浈江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韶关日报记者 魏生革
通讯员 张云飞 吴卫东

雨天小车急刹
漂移旋转 540度

乘客因系安全带
均未受伤

“订制”措施助贫困户脱贫
——记新丰县扶贫干部余继东

我市警方打掉一
非法销售假烟团伙

涉案金额
逾1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