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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化解矛盾止纷争 尽全力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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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爱民二十七年如一日
“鹏仔”为社区守护平安长明灯

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上雪村的居
民陈晓燕， 一看见宝岗派出所社区队
副队长、新雪社区警长饶云伟，就乐呵
呵地跑过来说：“饶警官， 自从装了视
频门禁以后， 我们这儿连菜市场里卖
鸡的小贩晚上都不用把鸡收回家啦！ ”

陈晓燕为什么会这么高兴？ 原来，
她 2006 年嫁到这里， 住进来的第一天
就看见楼下邻居的液化气罐光天化日
之下被小偷扛走了，“那些年，我们晾的
衣服、晒的腊肠，包括放在门口的板凳，
经常是说丢就丢了。 ”不过，这些困扰当
地居民多年的老问题，随着视频门禁系
统的投入使用，已经再也不是问题了。

“2017 年，宝岗派出所在区政府和
街道办的支持下， 开始在上雪村试点安
装视频门禁系统。 2018 年 7 月，系统建
成投入使用。此后，这里不仅实现了盗抢
案件零发案，连打架的事儿都绝迹了。现
在房子好租了，租金也涨了，当地群众当
然高兴啦！ ”已经在上雪村做了 11 年治
安队长的杨德说。

上雪村的变化， 只是宝岗派出所
辖区的一个缩影。

宝岗派出所位于龙岗区坂田街
道， 辖区面积 12.9 平方公里， 人口
22.6 万，其中流动人口 20.7 万，出租
屋 13.7 万间。只看后三个数据，就知道

这里的治安管理难度有多大。
说起视频门禁系统， 宝岗派出所

副所长杜杨如数家珍。“从 2018 年开
始， 宝岗派出所全力推进辖区新型视
频门禁系统试点建设， 目前已有 6 个
村完成建设， 累计建成视频门禁系统
951 个，一类高清摄像头 582 路，人脸
识别摄像头 239 个。 ”

在系统建成后， 宝岗派出所对居
住人员实行人卡绑定， 开卡的同时进
行人员信息采集， 有效提升了人屋关
联精准度， 流动人口居住更新核实率
达到 98.1%。 在视频门禁的助力下，当
地的传统盗抢已经实现了零发案，辖
区的治安管控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
升，2017、2018 年，刑事治安总警情同
比分别下降了 30.1%和 21.78%。

老百姓对公安工作满不满意，很
多时候可以从一些细节中体现出来。
饶云伟来到新雪社区警务室一年多，
经常因为加班错过吃饭时间， 只能去
附近的小餐厅吃快餐。 好几次，他吃完
饭去结账时，店老板都会告诉他，他的
餐费已经有人悄悄代付了。“我只好再
付一次账， 然后嘱咐店老板设法把人
家代付的饭钱退回去。 ”饶云伟说，虽
然只是十几二十元， 但他还是打心眼
儿里感到温暖。

18 日，记者从广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 自开展整治食品
安全问题联合行动以来， 全市市
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食品安全

违法案件 1018 宗 ， 罚没金额
429.6 万元， 责令停产停业 5 户
次，取缔无证企业 21 家，移送司
法机关案件 16 宗。

深圳宝岗派出所推进视频门禁系统试点建设卓有成效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丽娜 通讯员 周锋

以前门口板凳说丢就丢
如今不见盗抢打架绝迹

“近距离打击罪犯，零距离服
务群众， 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纠
纷。 ” 挂在警务室里的这条座右
铭， 正是滕闻鹏开展社区综合治
理工作的生动写照。

每个星期，滕闻鹏都花 40 个
小时在居民区巡逻，1170 多户居
民他每户都跑过好几遍， 遇到难
处就帮忙，遇到纠纷就调解。 群众
有诉求， 滕闻鹏都第一时间记在
自己的《民情日记》上，做到事事
抓落实，件件有反馈。

“为群众化解矛盾，一定要公
道，有耐心。 ”出于对滕闻鹏的信
任， 很多居民遇到争执时总喜欢
找他帮忙调处。 噪声影响学生学

习，他要管；朋友间喝酒闹事，他
要管；巷道里车辆乱停乱放，他要
管；连两夫妻打架闹离婚、居民楼
漏水， 他也要管……以滕闻鹏的
话说，他很多时候都做着“鸡毛蒜
皮” 的小事， 但这些小事解决不
好， 就很容易上升到邻里纠纷甚
至治安问题。

前两年，滕闻鹏走上了派出所
窗口民警的岗位。“转岗不转志”，
他依然时刻心系群众，在小小的派
出所大堂用心为群众服务。

为民爱民这件不平凡的小
事，“南华西人” 滕闻鹏二十多年
如一日地坚持着； 而这， 也正是
“南华西精神”的最佳诠释。

在南华西，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有事找
“鹏仔”。 滕闻鹏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从
担任厚德社区民警开始，他就把这里当成了
自己的家，“家”里人有什么困难都被他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

82 岁高龄的胡伯曾患有腰腿病， 行动迟
缓，生活困难。 养病期间，滕闻鹏经常抽时间
去看望他，寻医问药、料理家务。 老人康复后，
天天走街串巷，义务巡逻。 邻居见了劝老人应
该“退休了，多休息”，但胡伯说：“鹏仔对我那
么好！ 我无论如何都要支持他的工作。 ”

厚德社区里有位姓叶的小伙子才 17 岁，
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 因为曾经犯错，家人一
直不肯原谅他，家庭关系十分紧张，他自己也
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深秋

的某天， 小叶绝望至
极，走到珠江边跳水自杀，
是滕闻鹏奋不顾身地将他
救了起来。 为了帮助小叶重新燃起生活的希
望，他还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为小叶找到了
一份销售的工作，令一家人又惊又喜。

2005 年春节前夕，滕闻鹏在巡查时路经
永兴街河涌， 听到有人呼救， 他义无反顾跳
下满是淤泥的河里， 拉出了年幼的豪仔。 在
得知豪仔父母都没有固定收入、 家庭经济情
况非常困难后， 他又把照顾这一家人的生活
担在了自己肩上。 从 2005 年到 2019 年，14
个春秋，豪仔从小孩长成了大小伙，“前几天
是他的生日， 我去看他时， 他高兴地告诉我
找到工作了，廉租房也有了着落。 ”

社区民警最大的心愿莫过
于社区治安的稳定，滕闻鹏也不
例外。 厚德社区是典型的老城
区，街巷纵横，辖内商业活动和
人口流动频繁，是治安防范难度
较大的地段。为了维护好社区治
安稳定，滕闻鹏开始了他的防控
创安“三部曲”，即“主动出击、加
强巡逻、安装防盗设施”。

为了把社区群众最为关注
的盗窃案件打压下去， 滕闻鹏
经常走访邻里、了解线索，在盗
窃案的高发期， 他还组织专项
守候打击行动。 春节后的某天
深夜， 他带领联防队员经过 5
天的艰苦守候， 终于将两名入
屋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
案， 破获了发生在多个区的盗
窃案 25 宗。

经过他的长期努力，社区治
安有了进步，但滕闻鹏的脚步并
没有停下。 他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或深入辖区走访群众，或带
领联防队员出街巡逻，用实际行
动唤起群众的防范意识。

早些年， 社区大部分居民
家中安装的是老式防盗门或者
根本没有安防盗门， 给了盗窃
分子可乘之机。为消除隐患，滕
闻鹏动员居民安装、 更换防盗
门，并在低层安装防护栏，提倡
围院式管理， 这一建议在当年
是走在全市前列的。 但居民们
总抱着侥幸心理， 面对群众的
不理解，滕闻鹏不急不躁，组织
治保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地走
访，用大量事实，不厌其烦地向
每户居民宣传防盗的重要性；
他还与群众座谈， 通过当场答
疑的方式， 宣传物防的重要意
义。他的努力，渐渐改变了居民
以往的旧观念， 居民们更换了
防盗门， 围院式物防建设也在
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丽娜 通讯员 公新文

假冒奢侈品运迪拜售卖

200 多平方米的屋内堆满
货物，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屋内
气味刺鼻。 十几名小工熟练地裁
剪、缝制、压花、涂胶、贴标、包装
……在广东的一个城中村，大量
生产出来的假冒奢侈品服装箱
包， 被运往 5800 公里以外的迪
拜，摆在精致的货柜作为正品打
折促销，价格翻了数十倍。

今年 5 月，上海市公安机关
发现一个制售假冒品牌服装箱
包犯罪团伙，涉案侵权商品全部
运往境外。 上海、广东公安机关
密切配合，迅速锁定位于广东的
生产窝点。

为彻底打掉这一跨国犯罪
网络， 公安部将有关线索通报
阿联酋警方。 中阿联合侦查发
现， 该团伙通过广州设立贸易
公司为掩护， 委托国内某工厂
在广州等地根据客户订单加工
生产假冒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箱
包，包括路易威登 、爱马仕 、香
奈儿等，交由物流公司以“虚假
报关”“真假混装”等方式，通过
空运、海运渠道运送至迪拜。 身
处阿联酋的幕后老板在接货后
组织分销商， 以正品促销等名

义在迪拜当地或通过网络进行
销售， 部分假货转口运至欧美
等地。

截至目前， 我国境内抓获
37 名犯罪嫌疑人， 查扣各类假
冒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箱包 7000
余件。 阿联酋迪拜警方在其境内
打掉售假窝点 10 处， 拘捕犯罪
嫌疑人 20 名，查获侵权商品 2.1
万余件，涉案金额约 17.89 亿元
人民币。 境外查获的部分侵权商
品源自国内的制假窝点。

200 多分销商辐射中东

在中阿警方破获的这起案
件中，所有奢侈品都有“原厂正
货 ” 证书 、 完整的报关手续 ，

“身份证明 ”齐全 ，可是全是伪
造的。

警方查明，从去年底，制假窝
点的幕后老板詹某洲， 为涉案公
司专门定制生产假冒路易威登箱
包，为此招揽了“工头”王某加和
20 多名有经验的小工。 为了做得
逼真，制假窝点定位纯手工制作，
每个小工分块负责，有的打胶、有
的压花。

现场查获的假冒品牌箱包
涉及多个国际名牌。 大量制假皮
料中甚至还有鳄鱼皮。 为了达到

奢侈品“限量”的特点，这个小作
坊生产的假冒商品，每一种只有
十几样，所有的证书、发票、POS
机单一应俱全，“他们要求每一
样东西都要有礼盒包装”。

假货造价只有一两百元，但
是，正品价格则要上万元。

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以境
外为主，隐蔽性强。 境外分销商
辐射中东地区，人数多达 200 余
名。 商品的生产和供货地在境
内，通过在境内设立合法公司对
外经营，不接“生客”业务。

而这些，不仅说明从迪拜买
回的包包可能是假的， 还意味
着，从网络代购漂洋过海来到中
国的包包，也极有可能是假货！

小心代购造假形成套路

网购时代， 一切皆可代购，
大到奢侈品包包手表，小到洗发
水指甲刀。

对于海外生活的人来说，代
购已经成为一种收入不菲的职
业。随时随地，想代就代。这么方
便的赚钱手段谁不心动呢？

而对于国内的消费者来说，
享受国外高品质的产品，紧跟国
际流行趋势，没空出国？ 找代购
啊，方便快捷还省钱。 宝妈们有

囤不完的奶粉；姑娘们有买不完
的口红；网红面膜永远紧俏……

但是，随着代购队伍的不断
壮大，越来越多的争议也在困扰
着消费者们。 为了快速敛财，代
购造假已经形成了套路：

1.改物流信息：卖家口中的
韩国专柜面膜，很可能来自国内
的小工厂、黑作坊！因此，不要看
到“原装进口”“海外直邮”就深
信不疑，修改物流信息对于黑心
商家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在中阿
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中，所有奢
侈品都有“原厂正货”证书、完整
的报关手续，“身份证明” 齐全，
但却全是伪造的。

2.拍假视频、假照片：“我们
的商品统统保真。 如果您不放
心， 我们会在专柜为您拍摄小视
频， 实录整个购买过程……”物
流、 证书都能造假， 小视频又算
啥？ 眼见也不能为实， 那些商场
专柜场景、收银台、精美的包装与
小票， 很可能只是一场“舞台
剧”。

如何才能避免“踩坑”？ 讲
真，没人能有绝对的把握保证每
次都百分之百辨别真伪，消费者
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睁大审视
的眼睛，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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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闻鹏，今年 50 岁，是广
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南华
西派出所一名普通的基层民

警。 从警 27 年来，在平
凡的岗位上，他默默地做
好一件件与群众利益
息息相关的小事，
为社区百姓点亮了

一盏守护平
安的长明灯。

A.放不下群众冷暖 舍不下街坊情谊

B.一双腿走遍社区 用心铺平安基石

刻出击

微博报料：羊城晚报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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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广州公布 5 起食品违法典型案例

一酒家“瓜子斑鱼”
检出孔雀石绿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五起食品违法典型案例

中国警方和阿联酋警方联手
抓获了一个跨境制假售假团伙，
涉案金额高达 18 亿元人民币

迪迪拜拜买买的的名名牌牌包包包包
竟竟来来自自广广东东城城中中村村

澳门限塑法律生效
零售场所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袋

据新华社电 澳门特区法律
《限制提供塑胶袋》18 日起正式生
效，法律明确除两种豁免情况外，商
户在零售行为中须对每个塑料袋收
取 1 澳门元费用，不得免费提供。

这两种豁免情况包括未事先
包装的食品或药品， 或机场特定

区域出售的商品。
今年 8 月， 澳门特区立法会

细则性通过《限制提供塑胶袋》法
案， 法案规定除少数特定商品和
购物场所外， 所有零售行为中不
得免费提供塑料袋， 违者每个塑
料袋罚款 1000 澳门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报
道 ：11 月 18 日 ， 为期 5 天 的
2019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在广
州落下帷幕。 在当晚闭幕式上，由
少年儿童参与的“我的最爱”影评

活动评选结果公布。 其中，《点点
星光》被评为“小学生最喜爱的儿
童片”，该电影根据广州市花都七
星小学跳绳队的真实事迹改编。

除了《点点星光》被评为“小
学生最喜爱的儿童片” 外 ，《破
门》被评为“初中生最喜爱的儿童
片”；《过昭关》被评为“高中生最

喜爱的儿童片”；《大侦探福尔摩
斯：逃狱大追捕》被评为“我最
喜爱的动画片”；《毡匠和他的女
儿》 饰演宝迪的扮演者多莉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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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市海珠区悦莱月子会
所有限公司无证经营食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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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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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从事餐饮服务 ， 为会所客人
制作并提供 “月子餐 ”，责令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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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女孩子对名牌包偏
爱有加，坚信“包治百病”。 但
是， 要价几千上万的包包，从
异国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你手
里， 也许， 它们只值 200 块
钱。

近日，中国警方和阿联酋
警方联手抓获了一个跨境制
假售假团伙，抓获境内境外犯
罪嫌疑人共 57 名， 查获假冒
路易威登、假冒爱马仕、假冒
香奈儿等奢侈品 28000 余
件， 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 18
亿元。

假冒奢侈品运迪拜售卖

200 多平方米的屋内堆满
货物，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屋内
气味刺鼻。 十几名小工熟练地裁
剪、缝制、压花、涂胶、贴标、包装
……在广东的一个城中村，大量
生产出来的假冒奢侈品服装箱
包， 被运往 5800 公里以外的迪
拜，摆在精致的货柜作为正品打
折促销，价格翻了数十倍。

今年 5 月，上海市公安机关
发现一个制售假冒品牌服装箱
包犯罪团伙，涉案侵权商品全部
运往境外。 上海、广东公安机关
密切配合，迅速锁定位于广东的
生产窝点。

为彻底打掉这一跨国犯罪
网络， 公安部将有关线索通报
阿联酋警方。 中阿联合侦查发
现， 该团伙通过广州设立贸易
公司为掩护， 委托国内某工厂
在广州等地根据客户订单加工
生产假冒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箱
包，包括路易威登 、爱马仕 、香
奈儿等，交由物流公司以“虚假
报关”“真假混装”等方式，通过
空运、海运渠道运送至迪拜。 身
处阿联酋的幕后老板在接货后
组织分销商， 以正品促销等名

义在迪拜当地或通过网络进行
销售， 部分假货转口运至欧美
等地。

截至目前， 我国境内抓获
37 名犯罪嫌疑人， 查扣各类假
冒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箱包 7000
余件。 阿联酋迪拜警方在其境内
打掉售假窝点 10 处， 拘捕犯罪
嫌疑人 20 名，查获侵权商品 2.1
万余件，涉案金额约 17.89 亿元
人民币。 境外查获的部分侵权商
品源自国内的制假窝点。

200 多分销商辐射中东

在中阿警方破获的这起案
件中，所有奢侈品都有“原厂正
货 ” 证书 、 完整的报关手续 ，

“身份证明 ”齐全 ，可是全是伪
造的。

警方查明，从去年底，制假窝
点的幕后老板詹某洲， 为涉案公
司专门定制生产假冒路易威登箱
包，为此招揽了“工头”王某加和
20 多名有经验的小工。 为了做得
逼真，制假窝点定位纯手工制作，
每个小工分块负责，有的打胶、有
的压花。

现场查获的假冒品牌箱包
涉及多个国际名牌。 大量制假皮
料中甚至还有鳄鱼皮。 为了达到

奢侈品“限量”的特点，这个小作
坊生产的假冒商品，每一种只有
十几样，所有的证书、发票、POS
机单一应俱全，“他们要求每一
样东西都要有礼盒包装”。

假货造价只有一两百元，但
是，正品价格则要上万元。

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以境
外为主，隐蔽性强。 境外分销商
辐射中东地区，人数多达 200 余
名。 商品的生产和供货地在境
内，通过在境内设立合法公司对
外经营，不接“生客”业务。

而这些，不仅说明从迪拜买
回的包包可能是假的， 还意味
着，从网络代购漂洋过海来到中
国的包包，也极有可能是假货！

小心代购造假形成套路

网购时代， 一切皆可代购，
大到奢侈品包包手表，小到洗发
水指甲刀。

对于海外生活的人来说，代
购已经成为一种收入不菲的职
业。随时随地，想代就代。这么方
便的赚钱手段谁不心动呢？

而对于国内的消费者来说，
享受国外高品质的产品，紧跟国
际流行趋势，没空出国？ 找代购
啊，方便快捷还省钱。 宝妈们有

囤不完的奶粉；姑娘们有买不完
的口红；网红面膜永远紧俏……

但是，随着代购队伍的不断
壮大，越来越多的争议也在困扰
着消费者们。 为了快速敛财，代
购造假已经形成了套路：

1.改物流信息：卖家口中的
韩国专柜面膜，很可能来自国内
的小工厂、黑作坊！因此，不要看
到“原装进口”“海外直邮”就深
信不疑，修改物流信息对于黑心
商家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在中阿
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中，所有奢
侈品都有“原厂正货”证书、完整
的报关手续，“身份证明” 齐全，
但却全是伪造的。

2.拍假视频、假照片：“我们
的商品统统保真。 如果您不放
心， 我们会在专柜为您拍摄小视
频， 实录整个购买过程……”物
流、 证书都能造假， 小视频又算
啥？ 眼见也不能为实， 那些商场
专柜场景、收银台、精美的包装与
小票， 很可能只是一场“舞台
剧”。

如何才能避免“踩坑”？ 讲
真，没人能有绝对的把握保证每
次都百分之百辨别真伪，消费者
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睁大审视
的眼睛，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澳门限塑法律生效
零售场所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袋

据新华社电 澳门特区法律
《限制提供塑胶袋》18 日起正式生
效，法律明确除两种豁免情况外，商
户在零售行为中须对每个塑料袋收
取 1 澳门元费用，不得免费提供。

这两种豁免情况包括未事先
包装的食品或药品， 或机场特定

区域出售的商品。
今年 8 月， 澳门特区立法会

细则性通过《限制提供塑胶袋》法
案， 法案规定除少数特定商品和
购物场所外， 所有零售行为中不
得免费提供塑料袋， 违者每个塑
料袋罚款 1000 澳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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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往境外。 上海、广东公安机关
密切配合，迅速锁定位于广东的
生产窝点。

为彻底打掉这一跨国犯罪
网络， 公安部将有关线索通报
阿联酋警方。 中阿联合侦查发
现， 该团伙通过广州设立贸易
公司为掩护， 委托国内某工厂
在广州等地根据客户订单加工
生产假冒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箱
包，包括路易威登 、爱马仕 、香
奈儿等，交由物流公司以“虚假
报关”“真假混装”等方式，通过
空运、海运渠道运送至迪拜。 身
处阿联酋的幕后老板在接货后
组织分销商， 以正品促销等名

义在迪拜当地或通过网络进行
销售， 部分假货转口运至欧美
等地。

截至目前， 我国境内抓获
37 名犯罪嫌疑人， 查扣各类假
冒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箱包 7000
余件。 阿联酋迪拜警方在其境内
打掉售假窝点 10 处， 拘捕犯罪
嫌疑人 20 名，查获侵权商品 2.1
万余件，涉案金额约 17.89 亿元
人民币。 境外查获的部分侵权商
品源自国内的制假窝点。

200 多分销商辐射中东

在中阿警方破获的这起案
件中，所有奢侈品都有“原厂正
货 ” 证书 、 完整的报关手续 ，

“身份证明 ”齐全 ，可是全是伪
造的。

警方查明，从去年底，制假窝
点的幕后老板詹某洲， 为涉案公
司专门定制生产假冒路易威登箱
包，为此招揽了“工头”王某加和
20 多名有经验的小工。 为了做得
逼真，制假窝点定位纯手工制作，
每个小工分块负责，有的打胶、有
的压花。

现场查获的假冒品牌箱包
涉及多个国际名牌。 大量制假皮
料中甚至还有鳄鱼皮。 为了达到

奢侈品“限量”的特点，这个小作
坊生产的假冒商品，每一种只有
十几样，所有的证书、发票、POS
机单一应俱全，“他们要求每一
样东西都要有礼盒包装”。

假货造价只有一两百元，但
是，正品价格则要上万元。

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以境
外为主，隐蔽性强。 境外分销商
辐射中东地区，人数多达 200 余
名。 商品的生产和供货地在境
内，通过在境内设立合法公司对
外经营，不接“生客”业务。

而这些，不仅说明从迪拜买
回的包包可能是假的， 还意味
着，从网络代购漂洋过海来到中
国的包包，也极有可能是假货！

小心代购造假形成套路

网购时代， 一切皆可代购，
大到奢侈品包包手表，小到洗发
水指甲刀。

对于海外生活的人来说，代
购已经成为一种收入不菲的职
业。随时随地，想代就代。这么方
便的赚钱手段谁不心动呢？

而对于国内的消费者来说，
享受国外高品质的产品，紧跟国
际流行趋势，没空出国？ 找代购
啊，方便快捷还省钱。 宝妈们有

囤不完的奶粉；姑娘们有买不完
的口红；网红面膜永远紧俏……

但是，随着代购队伍的不断
壮大，越来越多的争议也在困扰
着消费者们。 为了快速敛财，代
购造假已经形成了套路：

1.改物流信息：卖家口中的
韩国专柜面膜，很可能来自国内
的小工厂、黑作坊！因此，不要看
到“原装进口”“海外直邮”就深
信不疑，修改物流信息对于黑心
商家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在中阿
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中，所有奢
侈品都有“原厂正货”证书、完整
的报关手续，“身份证明” 齐全，
但却全是伪造的。

2.拍假视频、假照片：“我们
的商品统统保真。 如果您不放
心， 我们会在专柜为您拍摄小视
频， 实录整个购买过程……”物
流、 证书都能造假， 小视频又算
啥？ 眼见也不能为实， 那些商场
专柜场景、收银台、精美的包装与
小票， 很可能只是一场“舞台
剧”。

如何才能避免“踩坑”？ 讲
真，没人能有绝对的把握保证每
次都百分之百辨别真伪，消费者
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睁大审视
的眼睛，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澳门限塑法律生效
零售场所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袋

据新华社电 澳门特区法律
《限制提供塑胶袋》18 日起正式生
效，法律明确除两种豁免情况外，商
户在零售行为中须对每个塑料袋收
取 1 澳门元费用，不得免费提供。

这两种豁免情况包括未事先
包装的食品或药品， 或机场特定

区域出售的商品。
今年 8 月， 澳门特区立法会

细则性通过《限制提供塑胶袋》法
案， 法案规定除少数特定商品和
购物场所外， 所有零售行为中不
得免费提供塑料袋， 违者每个塑
料袋罚款 1000 澳门元。

饶饶云云伟伟走走访访辖辖区区群群众众

滕滕闻闻鹏鹏在在社社区区走走访访群群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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