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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通
讯员穗市监报道： 记者昨日从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2020 年广州传统迎春花市
将于 1 月 22 日开门迎客。 鼠年
广州花市将不设餐饮档位 （预
包装食品除外）。

鼠年“花市”只售卖
预包装食品

2020年的春节， 广州将迎来
市场监管系统完成机构改革后的
第一个迎春花市。为全力做好花市
经营秩序、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监
管等工作，确保花市安全、祥和、喜
庆、繁荣，目前，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已成立了 2020 年广州传统迎春
花市工作指挥部（市花市办），进一
步加强花市经营秩序监管、相关产
品质量、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

“2020 年迎春花市内不得

设置餐饮档位，不得现场制作及
销售热食类食品（包括特色小吃
等）、冷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
自制饮品，不得销售散装食品。 ”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迎春花市内设置预包装食
品销售档位，必须严格按照食品
安全法规定执行，并经所在辖区
市场监管部门批准。 全市的市场
监管部门将全面加强迎春花市
内食品安全监管，严厉查处花市
内食品非法经营行为。

记者了解到， 所谓预包装食
品，即食品外面有包装，包装上面
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等产品来源的包装食品。瓶装、罐
装饮料均属于预包装食品。

“逛吃” 派和“看
花”派展开大讨论

得知明年花市只能吃到预

包装食品后， 市民迅速分成了
支持“逛吃逛吃”和支持“花市
看花”两个派别。 至记者发稿时
止， 羊城晚报利用旗下 APP 进
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同意不设
餐饮档位，认为“花市就要专心
看花”的读者共有 557 人，占所
有投票读者的 54.88%； 不同意
取消餐饮档位，认为“逛吃逛吃
才带感”的读者有 458 人，占总
投票数 45.12%。 两派“力量”虽
略有上下， 但差距相去并不是
太明显。

“这几年逛花市，闻到的不
是花香，是各种莫名其妙小吃
的味道。 ”市民梁姨家住在天
河体育中心附近 ，每年都逛天
河花市。“今年过年的时候，天
河花市 1/4 的摊位是餐饮档，
什么奶茶、烤鱿鱼、炸臭豆腐、
烤香肠 、糖葫芦 ，逛花市闻到
的都不是花香了。 这些东西又

不是广州特色 ，只要是个美食
节就有，实在太无聊 。 天河花
市围绕着天河体育场摆摊一
周，我们这些不喜欢餐饮档的
人想避开也很难。 加上人流量
大，一边逛花市还要一边担心
吃东西的人不小心把汤汁洒
到我身上， 逛起来一点都不
爽。 ”

有人对臭豆腐避之不及，就
有人对此趋之若鹜。“能在广州
花市吃到各地小吃，挺好的！ ”
市民周先生表示， 自己每年都
带女儿去逛花市， 而各种好吃
的也是女儿热爱花市的重要原
因之一。“我女儿小时候去花市
最喜欢几样： 冰糖葫芦、 棒棒
糖 、牛杂 、天津麻花、热狗 、香
肠、朱古力等等，数也数不完；
如果去的是荔枝湾花市， 小吃
就更多了，酸奶、斋烧鹅、老婆
饼、蛋挞、鸡仔饼 、盲公饼……

是不是听到都流口水？要是没有
这些小吃， 吸引力真的小很
多。 ”

“倒不是一味反对，我实在
是觉得花市那些吃的又贵又难
吃，卫生也没法保证。 ”市民李
先生表示，建议将餐饮区和卖花
区隔离开，设置“花街”+“美食
街”的双街模式，并严控小吃种
类，“真的想发扬‘食在广州’，
那就把能真正代表广州特色的
餐饮名店和名小吃引进来，不然
全国到处吃的都一样，有什么意
思？ ”

市民吴先生也表示，对于餐
饮档不要“一刀切”，“应该严格
控制品种，筛选出那些适合在春
节花市售卖的小吃，不要单纯说
‘卖’或‘不卖’。 毕竟广州迎春
花市也是广州一张名片，有些游
客也希望能在花市这个场合多
体验一些本地特色。 ”

寒冷的冬季， 不少人外出时
都戴上了口罩， 觉得既保暖又可
预防疾病。 山西省中医院医生王
金平提醒：如果口罩使用不当，不
仅起不到绝对阻断呼吸道疾病传
染的作用， 长时间佩戴还会降低
人体免疫力。

●口罩这样戴=“白戴”
1、长时间戴口罩

鼻子能将吸入的空气调节至
接近体温，使人的耐寒能力得以提
高。 如果长时间佩戴口罩，这种生
理功能则会失去锻炼机会，致使鼻
部黏膜增温能力下降。 冷空气刺激
鼻黏膜，稍不注意就会引发感冒。

正确做法： 每次佩戴不要超
过30分钟 ， 可以摘下来透一下气
后再戴。一般5至6小时为上限。在
能见度较好 、 空气比较干净的天
气条件下，不必戴口罩。
2、一个口罩连续戴

口罩在戴上一段时间后，外
面会沾满空气中的灰尘、 细菌等
污染物， 而内面则会沾上带有细
菌、病毒等的水汽和唾液等，如果
口罩连续戴几天不清洗或者翻过
来佩戴，很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不
利于人体健康。

正确做法： 最好是多准备几
个口罩，一天一换。
3、口罩戴过揣包里

摘下口罩后， 很多人都喜欢
随手揣在口袋或包里， 殊不知口
袋和包里经常放置各种物品，很
容易导致口罩沾染病原微生物，
再戴时容易致病。

正确做法： 准备一个干净的
塑料袋 ， 每次口罩戴过后将口罩
的里面向内对折后放入塑料袋内
装好，再放入口袋或包里。
4、盲目戴专业口罩

不同口罩有不同效果。 佩戴专
业防护型口罩要经过培训，如果不
懂最好不要随意佩戴。 专业口罩质
地很厚，患者戴上去后易造成呼吸
困难，因缺氧而感到头晕。

正确做法： 只有被明确诊断

的患者才需佩戴专业口罩 。 一般
选择透气性较好的 。 患有心脏疾
病或呼吸困难的人 （如哮喘肺气
肿 ）、孕妇 、戴后头晕和皮肤敏感
者不宜戴口罩。
5、跑步戴口罩

跑步时对氧的需求量比平时
大， 而口罩可能导致呼吸不畅甚
至脏器缺氧，进而产生严重后果。

正确做法：运动时不要佩戴 ，
如果室外空气质量较差 ， 可选择
室内运动代替户外运动。
6、咳嗽不摘口罩

咳嗽或打喷嚏时， 呼出的细
菌、病毒会附着于口罩内部，呼吸
时会被吸入体内， 影响健康。 此
外， 呼出的大量热气和唾液会溅
湿口罩， 导致其阻隔病菌作用降
低，防护性变差。

正确做法： 遇到此类情况时
应先将口罩摘下避开人群 ， 咳嗽
或喷嚏后再佩戴。

●佩戴口罩注意事项
1、选择适合的型号

口罩戴不正确， 效果会大打
折扣。 口罩佩戴时最重要的是保
证密闭性。比如儿童，要使用针对
不同年龄段及脸部大小的儿童型
口罩较好。
2、佩戴口罩前洗手

戴口罩前应洗手或者在戴口
罩过程中避免手接触到口罩内侧
面，减少口罩被污染的可能。
3、分清口罩内外、上下

医用外科口罩从外到内为，
阻水层、过滤层、吸湿层，每层作
用也不同，因此要注意里外层。

浅色面有吸湿功能， 应紧贴
口鼻， 将深色面朝外， 鼻尖儿夹
紧，将口罩完全展开，让口罩与面
部紧密贴合。

口罩不要戴反， 更不能两面
轮流戴。注意口罩的上下侧，上
侧为可定型的鼻条（金属条），
能增加口罩与面部的贴合从
而提高过滤效果。

（新华社）

“干啥呢，兄弟？ ”“咋的
了！ ”未见其人，不免以为说
话的是个地道的东北人；定
睛一看， 面前站着的却是位
身高近一米九的非洲小伙。

凭着这种奇妙反差，来
自索马里的伊博在中国各大
网络视频平台收获了1000多
万粉丝， 不少网友感叹：“这

‘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说得
比我都地道。 ”

掰玉米的农民、 烤红薯
的小贩、 和妻子嬉笑打闹的
丈夫……这些都是伊博在视
频中扮演过的角色。 操着地
道的东北腔， 言谈举止间透
露出豪爽劲———伊博把生活
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演了个
遍。

如今的伊博是个“中国
通”， 可6年前他刚到沈阳时
情况却完全不同。“那时我中
文基础很差， 学习过程中好
几次被中文难哭。 东北话里
有很多方言， 比如‘吭哧瘪

肚’， 用英语很难解释和理
解。 ”

一次偶然的机会打开了
伊博学习东北话的大门。“健
身时认识的一个朋友问我愿
不愿意和他一起拍摄一段视
频，他可以教我讲东北话。 能
和当地人对话学习中文，我
很开心。 ”

视频上传后， 不少网友
评价伊博说话有“东北味”。
“我学习中文的热情更高了，
中国的网络视频平台给了我
学习中文和发挥表演爱好的
机会。 ”从那以后，伊博开始
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日常。

渐渐地， 他积累了不少
粉丝，并成为签约艺人。“拍
视频让我认识了更多中国
人、经历了更多事，慢慢地也
就更加了解中国， 更加喜爱
东北文化。 ”伊博说，他的视
频多为轻松愉快的喜剧短
片，希望借此传递正能量。

学习东北话， 伊博有自

己的妙招。“对我来说，学语
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融入当
地语言环境。 跟朋友吃烧烤、
喝‘老雪’（沈阳本地生产的
啤酒），就能学到地道方言。 ”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博
对中国的印象也不断发生着
改变。“来中国之前，我和我
国家的人多数只能通过电影
了解中国。 来到中国后，发现
这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
样， 特别现代化， 特别有秩
序。 ”

如今， 沈阳已经成了伊
博的第二故乡。 他说：“每次
回沈阳，一下飞机，耳边传来
熟悉的方言， 我只有一个想
法：到家了。 我现在就是个中
国人，是个地道的东北人，我
特别骄傲。 ”

谈到未来的规划， 伊博
告诉记者：“今后我会创作更
多正能量的作品， 让更多人
通过我的经历了解中国、了
解东北、了解沈阳。 ”

（新华社）

鼠年迎春花市于1月22日开门迎
客，将不设传统餐饮档位，此举引来市
民热烈讨论

有人点赞
“专心看花”

有人烦恼
“无食不欢”

7家外卖企业签署
交通安全守法承诺书

记者23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 ，
为推动外卖行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
展 ，督促外卖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
责任 ， 引导配送人员安全文明配送 ，
公安部交管局指导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举办即时配送 （外卖 ）行业交
通安全守法承诺活动。

据介绍， 本次活动是创新社会治
理 、加强警社合作 、警企共治的一次
积极探索 ， 是规范配送车辆行车秩
序 、强化配送人员交通安全的一项有
益措施 。 活动上 ，美团外卖 、饿了么 、
闪送 、顺丰同城急送 、达达—京东到
家 、 点我达 、UU跑腿等7家企业负责
人共同签署了 《即时配送 （外卖 ）企业
交通安全守法承诺书 》， 公开向全社
会承诺 ：自觉遵法守规 ，落实交通安
全主体责任 ；优化配送管理 ，预防和
减少抢时间配送 ； 加强教育培训 ，提
高交通安全守法意识 ； 深化警企合
作，共治共创共享文明交通。 200余名
配送员代表分别签署了 《配送员交通
安全守法承诺书》。

据悉， 为推动落实交通安全守法
承诺事项 ，建立健全交通安全管理长
效机制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同
美团外卖 、饿了么 、闪送等7家企业号
召全行业开展 “百日零违法争创 ”活
动 ，切实引导配送员安全出行文明配
送 ，促进即时配送 （外卖 ）行业安全健
康发展。 （新华社）

今年外卖行业交易额
预计超6000亿元
美团研究院联合中国饭店协会

近日发布《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
告》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外卖
产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预计全年外
卖行业交易额将达到6035亿元。 外卖
外延不断拓展。

外卖产业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
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拓宽了消费应
用场景，为餐饮行业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

产业数字化升级是趋势之一。 美
团高级副总裁王莆中说，过去5年，外
卖生态边界不断扩大，形成一个在平
台基础上，连接用户侧、商户侧及配
送侧，辐射供应链、共享厨房、外卖代
运营等多元化服务的生态体系。 用户
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菜品，餐饮服务
产业呈现出“爆款化”“小店化”“连锁
化”和“健康化”的新趋势。

以健康化为例， 吃得更营养、膳
食搭配更合理成为外卖发展趋势 。
2019年前三季度，美团外卖轻食订单
量同比增长102%。

外卖也在不断扩充外延。 从美团
平台来看，鲜花绿植、美妆、日用品等
订单量增速很快。 通过外卖满足日常
性需求和蛋糕、鲜花等节日性需求正
成为新趋势。 （新华社）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
讯员粤交集宣报道：广东省交通集
团昨日发布消息，河惠莞高速公路
龙川至紫金段基本完工，将于明年
1月1日上午9时正式开通。紫金、龙
川等地区前往江西的行车时间将
缩短至少1小时以上， 随着春运临
近，预计会有部分往返江西的车主
选择行驶河惠莞高速。如河源紫金
通过河惠莞高速出省前往江西定
南地区，车程将在1.5小时内。

据介绍， 目前河惠莞高速公
路龙川至紫金段项目以96.6分的
成绩完成交工验收。

河惠莞高速公路龙紫段项目
路线全长约152公里，位于广东省
高速公路网规划广龙高速（S6）
的最北端，大致呈南北走向，均位
于河源市境内， 起点位于赣粤两
省交界处， 与江西省宁都至定南
高速对接， 终点位于紫金县紫城
镇， 通过汕湛高速揭西至博罗段
紫金连接线与河惠莞高速紫金至
惠阳相接。 沿线经3个县（龙川 、

东源、紫金），共18个乡镇，是粤港
澳大湾区及河源地区通往江西的
重要出省通道， 也是连通粤北赣
南原中央苏区的主要通道。

河惠莞高速公路龙紫段项目
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建设
标准，设计时速为100公里，项目全
线设有仰天堂、麻布岗、岩镇、赤光、
龙母、霍山、丰稔、黄布、黄村坳、康
禾、紫城11个匝道出入站，管理中心
1处，服务区3处，停车区1处。 设置
ETC车道23条，ETC/MTC混合车
道44条，包含入口称重治超车道11
条。沿线服务区、停车区将与高速公
路同步开通。

预计项目通车后，紫金、龙川
等地区前往江西的行车时间将缩
短至少1小时以上，特别是春运临
近， 河源紫金周边车辆通过河惠
莞高速出省前往江西定南地区，
车程将从原来3小时缩短到1.5小
时内，比以往节省约1.5小时。 项
目通车后， 将有效缓解广东省内
通往江西的出省车流压力。

河惠莞高速龙紫段元旦通车
新年去江西行车时间可缩短至少 1小时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
通讯员沈高、刁荣报道：广东省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因扩
建施工需要， 开阳高速广州方向
白沙立交至水口路段于今日14时
起将封闭72小时， 请过往车辆注
意绕行。

交通管制期间，开阳高速沿线
白沙站、阳江站、北惯站、那龙站、
大槐站、恩城站、圣堂站、沙湖站、
塘口站、沙塘站、开平站往广州方
向入口封闭；从西部沿海高速经奕

垌互通进入沈海高速往广州方向
匝道封闭；高恩高速（S5）马冈站、
沙湖东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封闭；从
高恩高速经凤山枢纽互通进入沈
海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封闭。

绕行建议：（一） 往中山、珠
海、深圳方向车辆，请走沈海高速
阳江西立交→肇阳高速（S51）南
行方向→雅白线→西部沿海高
速；（二）往佛山、广州方向车辆，
请走沈海高速阳江西立交→肇阳
高速（S51）北行方向→汕湛高速。

开阳高速广州方向有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今日 14 时起将封闭 72 小时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
讯员陆桥轩、贺蓉、何国栋报道：广
东二广高速是广东连接湖南的重
要出省通道之一，广东省交通集团
昨日发布消息， 该高速公路全线7
对服务（停车）区已完成升级改造
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年。

2014年开通的二广高速总里
程约187公里，近年来，车流量与日
俱增，重大节假日朱岗省界主线站
出口车流达到45000车次， 个别服
务区出现车位不足现象。 为此，二
广高速从2018年开始对白沙、小三

江、丰阳3对服务区进行升级改造，
今年10月开始， 又对4对停车区进
行场区基础设施完善建设。

此次改造后， 二广高速全线
服务（停车）区共增加停车位205
个， 以缓解重大节假日服务区停
车难的情况。 新增标志牌171套，
新建爱心卫生间26个、 母婴室等
特殊服务设施2个。

针对沿线货运车辆较多的特
点， 在每个服务区大货车停车位
旁，增设60厘米高的防撞路缘石，
并新增14个分类垃圾房。

新年出省通道不但新增风景，更提供新的贴心服务

二广高速 7 对服务区升级

如果口罩使用不当
常戴容易降低免疫力

广东免费提供避孕药具服务平台全新上线

手机点一点，免费“套套”送到家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通讯员 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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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申领？ 这样操作
如果您常住广东省内 、年满 15 周岁 ，欢迎关注 “广东免费药具 ” 微信公众号 ，或浏览下列网址体验这项服务 ：http://guangdong.yao鄄ju.org.cn/website/index。 外用避孕药 、避孕套可通过人工 、自助和在线三种方式领取 。 人工 、自助方式需要用户到服务网点领取。 如果愿意选择自付快递费 ，可用在线领取方式 ，在该平台下单后 ，免费避孕药具就能快递到家。

每人每年最多能 申 领120 只 （12 盒 ），每次最多能申领 3 盒。

小贴士
昨天，广东省免费提供基本

避孕药具服务管理一体化信息
平台全新上线。该平台是广东省
卫生健康委药具管理中心为落
实免费提供避孕药具这一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设的
信息管理系统。 平台于2017年
底启动运行，是全国首个省级自
主建设的药具服务管理一体化
信息系统。经过前后两年多的升
级优化， 系统功能更趋完善，服
务更为便捷高效。用户只要关注

“广东免费药具”微信公众号，进
入服务系统，即可轻松享受免费
提供基本避孕药具服务。

不仅可免费申领，花
4元还能送货上门

近日， 梅州市五华县山区的
陈先生，在手机微信上用这个系统
轻松下单，只花了4块钱快递费，第
三天他在家中就拿到快递小哥送
来的3盒免费避孕套。“之前听说这
个免费药具领取系统，今天试了一
下，没想到这么方便！ 我以后不用
专程跑一趟，在家里就能领到免费
药具，而且还不用觉得难为情。 ”

从湖南来广州市务工的彭

女士，23日上午则在天河区石
牌街某社区居委会， 用手机微
信扫描网点二维码后提交申
请，不用签名和付款，快捷地从
服务人员手中领到2盒外用避
孕药。彭女士非常高兴，给这个
新的服务方式点赞。

“送套” 为助力健康
避孕预防疾病传播

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药具管理中心了解到，免费提供
基本避孕药具服务在我国有40
多年历史，过去一直作为落实计
划生育的保障措施来开展。在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面两孩政
策新形势下，这项服务非但没有
取消，2017年起还纳入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9年起划
入基本避孕服务项目）， 其目的
是为了满足群众基本避孕需求，
减少非意愿妊娠， 预防性病、艾
滋病传播，保障人民生殖健康。

免费套套经过严格
检测质量可靠

不少人担忧， 免费的套套

质量会不会差 ？ 该负责人介
绍，2017年以来， 全省药具服
务网点数翻了一番，目前达到
8万多个。 二是优化省级政府
采购 ， 提高免费避孕药具品
质，增加了群众喜欢的药具品
种 ，并严格质量检测 ，增加了
采购产品可追溯性，并对所有
省级采购的免费避孕药 （具）
实施批批抽样送检，第三方机
构质检制度，保证了产品安全
可靠。 三是运用信息化手段改
进服务管理， 引入在线发放、
扫码领取、智能自助发放等新
型服务方式，并依法加强信息
管理，严格保护信息安全和服
务对象个人隐私。

据了解 ，2019年全省
共 发 放 避 孕 药 具
8439 .37万只 /板 /本 ，
其 中 在 线 发 放
102 .75 万 只 避 孕
套 ，约为 82 .19万人
次提供免费药具发
放服务。

一直以来迎春花市上边逛花市边尝美食的“传统”将会有所改变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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