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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综合治理，除了要
在农贸市场改造上发力外，市场
日常运营的监督管理也要持之以
恒。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介
绍，该局借力创文巩卫第三方机
构测评、红黑榜、明察暗访、挂牌
督办等机制，督促属地政府强化
农贸市场综合治理工作。为提高
监管效能，江门市市场监管局不
断强化信息化支撑，在全市推广

“邑餐食安”智慧监管平台，落实
市场开办方主体责任和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记者了解到，江门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通过“邑餐食安”智慧
监管平台APP聚焦农贸市场，实
现“企业+政府+公众”三方智慧
共治模式，监管人员可随时随地
准确掌握市场管理情况，落实野
生动物禁售制度、“1110”制度和
索票索证等情况。

在具体功能上，市场开办方
通过手机GPS定位，每天拍照上
传市场清洗消毒、活禽零售市场

“收市后零存栏”等情况。驻场
巡查员可通过“线上线下”双线
结合的监管模式，线上巡查发现
经营不规范、违法行为，第一时

间进行截图固证，线下巡查可拍
照上传保留检查痕迹。后台管理
员可借助APP监管端，通过线上
巡查、实时记录、同步保存、及时
反馈，推进传统的随机、突击式
检查向现代化常态“线上线下”
监管转变，实现农贸市场全天候
全方位动态监管。

此外，该APP还有“一键举报”
快捷投诉通道，群众可搜索“邑餐食
安”下载APP，通过APP实时查看
市场经营状况，通过一键拍照上传
违法违规行为等进行抓拍举报投
诉，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

提及江门的农贸市场，不少
市民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
差。的确，江门大部分农贸市
场因为建设年代久远，设施陈
旧；加上此前管理较为松懈，不
少农贸市场环境恶劣，市民消
费感受差。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介
绍，该局将农贸市场综合治理作
为全国文明城市复审、农贸市场
疫情防控的重要工作环节。江
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江门市文
明办，将育德市场、麻三嘉福市
场、大鳌中心市场打造成为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标准示范点，并召
开现场会向全市市场进行推广，
为全市农贸市场治理提供样本；
此外，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
农贸市场疫情防控专班名义，牵
头制定验收奖补标准，并争取市
级财政276万元，对全市开展一
次全面消毒和管道清疏的农贸
市场给予一次性奖补，推动各方
落实农贸市场环境整治。

市场内每个摊档均亮照经
营、公布商品价格，干净整洁
的市场环境，醒目显眼的宣传
栏……走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标准示范点麻三嘉福市场，记者
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江海区外海办事处麻三村
委会党总支书记邬连旺介绍，该
市场在创建示范市场之前，也和
其他集贸市场一样存在硬件设
施基础薄弱、公益广告数量不
足、管理制度不健全、卫生环境
差、明码标价等设施或标识缺
失不全等问题。为此，江门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帮扶麻三
嘉福市场示范点创建工作，对
标《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实地考察指南》中集贸市场的
四大类23条标准，列出12项问
题逐条进行整改。麻三村委会
以打造“五星级市场”为标准，
在原有市场基础上斥资100万
元对麻三嘉福市场进行升级改
造，对市场路面、下水道进行修
补改造；所有的鱼档则统一安
装了玻璃，脏水不再外溢；改造
原出入口栏杆，增设扶手和安
全提示；在市场出入口统一设
置制度上墙宣传栏，在所有摊
档统一设置告示牌，公示营业
执照和商品价目表，蔬菜、水果
等商品的价格一目了然；统一

了市场外商铺招牌，停车位重新
规划整齐。

如今，麻三嘉福市场大门口
干净整洁，车位充裕。市场出入
口墙上，是醒目显眼的宣传栏，
张贴着市场管理制度等。进入
市场，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摊
档。每个摊档上方均张贴有营
业执照，旁边则是当天售卖肉菜
等的价格，非常醒目；鱼档前的
走道都非常整洁，没有看到其他
不少市场里存在的湿滑现象，让
人觉得很舒服。家住在麻三、经
常到市区各农贸市场买菜的熊
女士说：“麻三嘉福市场是我去
过的市场里环境最好的。”

该市场仅为江门市农贸市
场改造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
到，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不断深入推进，江门市各农贸市
场相继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
一新，功能分区鲜明，文明气氛
浓厚，整个购物环境舒适美观，
为市民带来超市般的消费体
验。市场不但干净整洁，还规划
了停车场，有效解决了市民买菜

“停车难”及市场外车辆乱停放
等问题。

告别脏乱差 江门农贸市场颜值越来越高

去
年以来，
江门市逐
步启动了
农贸市场综
合 治 理 工
作。一年多过
去，该项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
江门各个农贸市场
内随意占道、乱摆
卖、垃圾乱抛、污水横
流等现象逐渐减少，市
场“颜值”越来越高。记
者近日从江门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广东省农贸
市场综合治理行动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日前还刊发工作
简报，专题推广了市场改造、多
部门合力治理、利用智慧平台落
实管理等“江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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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农贸市场综合治理成效明显，为全省贡献“江门经验”

羊城晚报讯 记者宋王
群、通讯员关轩报道：15日，记
者从深圳海关稳外贸稳外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8月深
圳进出口总值达到 1.88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增幅
居 全 国 前 五 大 外 贸 城 市 首
位。随着国内疫情迅速得到
控制、复工复产稳步推进，深
圳外贸进出口逐步呈现向好
态势。

深圳海关副关长涂琳在会

上透露，截至7月份，深圳进出
口总值在全国前五大外贸城
市中率先止跌回升，1—7月同
比增长 1.6%；8月份增长势头
继续巩固，1—8月深圳进出口
总值达到1.88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增幅居全国前
五大外贸城市首位，占全国外
贸进出口的 9.4%。其中出口
1.04万亿元，规模继续位列全
国大中城市第一；进口 8456.9
亿元，居全国第三。

近期深圳外贸形势持续
向好，主要表现在一般贸易
对全市外贸形成强劲支撑、
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普遍
增长、出口商品优势继续保
持，进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
化，“1—8月，深圳出口商品
中，含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
口增长近 5倍，医疗仪器及器
械增长 51.3%，显示深圳企业
为 世 界 抗 疫 作 出 了 积 极 贡
献。进口方面，食品、美容化

妆品等增幅较大，进一步满足
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同时，深圳生产制造能力
快速恢复，上游电子元件和高
端制造设备进口需求旺盛。
由于我国疫情迅速得到控制，
而深圳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明
显，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快速恢
复，制造业所必需的上游电子
元件、制造设备进口需求大幅
增长。

据统计，前8月，深圳一般

贸易进出口9649.4亿元，增长
7.6%，拉动全市整体外贸增长
3.7个百分点，占同期全市外贸
总值的 51.3%。值得一提的
是，前 8月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8.3%、进口增长 6.9%，呈现均
衡增长的良好势头；深圳一般
贸易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了
2位数的增速，特别是在 8月
份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达 到
1408.5亿元，增长14.3%。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民营

企业充分发挥机制灵活、市场
反映敏感等优势，加大市场开
拓力度，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
主要动力。

今年前 8个月，深圳民营
企业进出口1.13万亿元，同比
增长6.1%，占同期全市外贸总
值的60.2%。从月度趋势看，3
月份到 8月份，民营企业连续
6个月实现单月同比正增长，
其中 8月份进出口 1585.7亿
元，增长5.6%。

2009年10月23日，怀集县
文星儿童福利中心（后改名为怀
集县社会福利院）正式剪彩成
立，成为首批入住的33名孤儿
的幸福乐园，也是怀集县首个未
成年人德育教育示范基地。

据福利院主任梁洁宁介
绍，今年考上大学的黎怡伶、伍
海琪、钱彩颜、莫妹兰、莫城兰、
李子军6名孩子都是在2009年
至2012年之间入住福利院的。
他们勤奋读书，刻苦拼搏，终于
圆了大学梦，是福利院参加高
考并被录取人数最多的一年，
成为福利院其他63个孩子羡慕

的对象。
福利院6名孤儿能够考到

这么好的成绩，少不了他们的
勤奋努力，同时也蕴含着该院
教职保育人员的辛勤付出。

“ 一 直 以 来 ，福 利 院 都 是 以
‘家’模式管教入住的孩子，老
师在孩子面前既是‘家长’，也
是朋友。”梁洁宁表示，作为

“家长”，福利院的老师们会继
续关注孩子们成长。目前，6
个孩子的学费由不同渠道进行
筹措，除福利院之外，一些慈
善会和社会爱心团队也将提供
资助。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报
道：反对餐饮浪费，深圳拟规定餐
饮经营者不得设置最低消费。近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在其官网
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
条例修正案（草案）》（下称《修正
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
今年深圳第三次修订特区文明行
为条例。

《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倡导
使用公筷公勺等健康文明用餐方
式；明确提出：传播健康文明餐饮
文化，不制作和传播宣扬超正常
食量饮食、暴饮暴食的作品。

对于餐饮经营者，《修正案（草
案）》提出，餐饮经营者应当节约
资源，反对浪费，遵守下列规定：
不得设置最低消费；建立节俭消
费提醒提示制度，在显著位置张
贴或者摆放节约食物、杜绝浪费
的标识，在菜单上标注菜量，并提
供公筷公勺；引导消费者餐前适
量点餐，餐后主动帮助打包，对节
约用餐的消费者给予表扬和奖
励；改革创新，积极推出有利于减
少餐饮浪费的新模式、新业态。

《修正案（草案）》规定，国家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和
其他社会组织等单位应当严格落
实有关规定，杜绝用餐浪费，各单
位食堂应当建立健全节约用餐制
度，实行用餐人员动态管理，做到
按用餐人数采购、做餐、配餐。此
外，商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单位
建立健全餐饮业标准体系，制定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标准、规范和
指南，指导餐饮经营单位和从业
人员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培养节约习惯，也是本次修法
的重点，《修正案（草案）》规定：各
级各类学校应当积极开展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宣传教育工作，组织
开展学生节约粮食体验活动，把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为日常教育
内容，培养学生的节约习惯。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表示，餐饮
门店不得设置最低消费，纳入法制轨
道，有规范意义。但立法还有不完善
的地方，法律要有制约性的条款，违
反法律要有巨大代价的惩罚。

多方联手治理农贸市场

“脏乱差”市场变身创文示范点

智慧平台实现随时监控

改造后的蓬江市场（江门电视台供图）

改造后的麻三嘉福市场，市民逛得舒服
（韩玲群、陆月如摄）

江门地区首家“星级”智慧农贸市场效果图（江门市国资委供图）

不得设最低消费

深圳拟立法
反对餐饮浪费

前8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2%
增幅居全国五大外贸城市首位，出口规模继续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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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福利院今年出了6名大学生
6个孤儿6个梦想，成为院内其他孩子羡慕的对象

9月13日，肇庆市怀集县社会福利院孤儿黎怡伶在
两个侄女的陪伴下，迈入了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大学校门，
开始大学生涯。

这些天，怀集县社会福利院6名孩子陆续收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孤儿黎怡伶是首个入学的孩子，其他5名孩子
将于10月分别入学读书。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谭扬汉 李光吉

★
来自大岗镇的黎怡伶今年高

考理科分数459分，也是6人中的
最高分数。“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
各地医务人员舍生忘死奔赴武汉
抗疫救人，他们的事迹感动了我，
让我更明确了自己的理想。我现
在被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本科护理
专业录取，等我学有所成，我要保
护更多的人。”黎怡伶说。

黎怡伶6岁时父母分别病逝，
留下他们姐弟俩，后由伯父伯母
抚养他们。2009年，姐弟两人同
时进入福利院生活。由于学习基
础差，她在怀城镇第六小学读二
年级时，感觉有很大落差。但是，
她始终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终于考上理想的大学。她的弟弟
前两年已入读中职，今年开始实
习。
★

喜欢音乐艺术的钱彩颜是冷
坑镇桐光村人。2002年，她的父

亲去世，母亲不久后改嫁，留下年
幼的四姐妹。2009年秋，四姐妹
来到县福利院，开始了新的生
活。目前除妹妹正读高三，她和
姐姐们都考上了大学，大姐现在
读大四，二姐读大二。

钱彩颜还喜欢吹竹笛，是班
中活跃的文艺分子。今年高考，
钱彩颜音乐类总分436分，被广州
科技贸易职业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录取。“我的学习目标很明确，就
是要考上大学。”钱彩颜说。
★

出生在偏远山区蓝钟镇上竹
村委会孖竹寨的李子军是福利院
今年唯一考上大学的男生。经历了
父亲病逝、母亲改嫁，李子军小时候
由伯母抚养，母亲改嫁后也从没联
系过他。2010年，刚满10岁的他进
了福利院，起初陌生的环境使他心
里忐忑，不久，福利院的温暖“小家”
让他感受到生活的尊严。他喜欢打
篮球，爱运动，一米七几的高个子使

他成了这里篮球场上的运动健将。
今年高考，李子军理科考了309分，
现被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
应用技术专业录取。“除了篮球之
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计算机。希望
能在校园里做一些兼职，买一台属
于自己的电脑。”李子军说。
★

莫妹兰、莫城兰两姐妹是连
麦镇万坪村人，她们三四岁时父
亲病逝，六七岁时母亲因病去世，
两姐妹只能由叔叔抚养。2009年
10月两人入住福利院。两人有个
共同点就是喜欢文科，平时爱看
小说等书籍，也爱运动和听音
乐。今年高考，莫妹兰文科考了
445分，现被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文秘专业录取。莫城兰文科则

考了387分，也被广东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会计专业录取。她们说，
进入福利院后生活环境大为改
善，老师如同父母，伙伴如同兄弟
姐妹，感到很温暖，今后会常回

“家”看看，不忘恩师之情。
★

伍海琪是凤岗镇人，父亲在
她 5岁时因病离世，母亲后来改
嫁，她便跟着奶奶住，小时候跟着
奶奶上山砍柴、背树枝。2012年
她进入福利院，现已生活了8个年
头。今年高考，伍海琪理科考了
454分，超过本科线44分，被佛山
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专业录取。采访当日，正值伍海
琪回老家凤岗镇参加伍氏宗亲会
奖学会。

想学医救人爱音乐运动
他们坚信知识改变命运

福利院：今年高考录取人数最多

福利院老师（左四、左六）及部分被录取的学生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
表示，为推动形成市场综合治理
工作合力，江门市场监管系统
积极牵头联络各兄弟部门齐
参与。如蓬江区实行市场监
管、交警、城管三部门的视
频监控信息互通共享，快
速响应治理农贸市场车
辆乱停乱放、流动摊贩
乱摆乱卖、经营者占道
经营等老大难问题；
新会区各相关部门
为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开通绿色通
道，及时协调解
决土地使用、资
金安排、市场
报建、项目立
项、财政评
审、财政补
贴 等 问
题。

其中，江门市商务局牵头相
关部门制定了实施农贸市场三年
提升计划，高标准推动市区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提升硬件设施，美
化市场及市场周边环境。同时，
计划提出对73个市场进行硬件提
档升级改造。至2021年，市区农
贸市场升级改造将实现全覆盖。
同时，江门将探索以国资市场为试
点，打造超市化示范市场，将新建
的方直珑湖湾农贸市场装修工程
打造成江门地区首家“星级”智慧
农贸市场。“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
作取得成效，直接改善了居民买菜
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照农贸市
场整体提升的各项标准，强化督导
检查，通过优化提升市场基础设施
和服务功能，使市场‘颜值’和‘内
涵’得到整体提高。”江门市商务
局相关负责人说。

而管理着市区 8个农贸市场
的江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城投集团”）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在市场日常管理基
础上，他们按照公益宣传、环境卫
生、市场管理、文明经营、文明风
尚五大方面的管理标准严格进行
工作落实。在公益宣传方面，注
重对经营户进行宣传教育引导，
营造良好创建氛围，在市场内部
展示相应的宣传海报、宣传标
语。在环境卫生方面，实施“门前
三包”责任制，监督引导经营户按
卫生操作规程进行经营活动，对
须持证上岗的从业人员勤检查、
勤督促。同时，加强对清洁工的
考核和管理，确保垃圾能够及时
清扫。在文明经营、文明风尚方
面，城投集团与市场监管部门联
合展开诚信经营活动，开展“星级
文明诚信经营户”评选活动，进行

“红黑榜”公示，教育经营者守法
诚信经营，不欺行霸市、哄抬物
价、短斤缺两、占道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