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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听说
从今年 7 月起，考驾校要增加一科
了，要考高速公路模式，你赶紧去报
名考了，不然以后越难越难考。”一
大早上班族小杨便收到了她母亲发
来的微信，对于驾考要增加科目一
事，小杨半信半疑，“最近朋友圈上
传得很凶，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最近，一条关于驾考增加科目
的帖子在朋友圈里疯传，该帖子称：

“2016年7月1日起，将执行2016年
省交通管理总队新标准，在原有的

（科目一）道路交通与机动车基础知
识、（科目二）场地驾驶操作规程、

（科目三）道路交通秩序安全驾驶技

术、（科目四）交通安全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增加（科目五）高速公路安全
驾驶基础操作……”不少网友看了
帖子都和小杨一样半信半疑，有人
赶紧把帖子转发给了身边打算报考
驾校的朋友，有人打电话向驾校咨
询。

就在帖子疯传的时候，四川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在第一时间发微博
进行了辟谣，据@四川公安回应，目
前，四川公安交警部门并未接到驾
考增加科目的通知，仍按原规定实
施。同时，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不
要盲目相信网上传言，一切以官方
消息为准。

驾考7月起要增加科目五？
官方回应：谣言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我
真的太倒霉了，刚存的 2200 元钱
被骗完了，这些骗子太可恨了。”
刚进城打工不到一个月的小周怎
么也没想通自己因买手机而上当
受骗。

几天前，小周在一家网络论坛
上看到有人发帖称“2200元卖二手
苹果 6 手机”，正想换手机的小周
当即就动了心，随机他便用QQ和
卖家进行了联系。卖家表示他也
在成都，可以当面与小周付款交
易，小周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
天，小周便和卖家按照事先约好的
地点见面，在查看了货物情况后，
小周把刚取出来的 2200 元现金付

给了卖家，拿着手机兴高采烈地回
了家。可刚一回家，小周就发现手
机有问题，“我连续试了几次都开
不了机，我先以为是没电了，后来
才发现这个手机是个模型。”发现
情况不对后，小周立即拨打了卖家
手机，可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这
时，小周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
小周随机来到了家附近的派出所
报案。“都怪我自己贪图便宜，不长
心眼啊，以后一定吸取教训。”

有关民警表示，购买二手手机
存在较大的风险，市民如果要购买
二手手机须到正规的二手手机交易
市场，最好不要在网上购买，以免上
当受骗。

花2200买二手苹果6
谁料买来一模型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继井巷
子出现“友善之墙”后，近日，天府广
场负一楼又再添一处“友善之墙”。

“天府广场人流量很大，在这里设置
‘友善之墙’非常合适，可以帮助到
更多需要的人。”路经天府广场搭乘
地铁的市民都纷纷点赞。

记者来到天府广场负一楼，在
3号通道拐角处一眼就看到了这面

“友善之墙”。这面专门用喷绘布和
桁架搭起的“墙”高约2米，宽约3米
多，靠在通道一侧，“友善之墙”4个
浅蓝色的大字特别引人注目。墙上
写着“带走您的爱心，取回您的温
暖”几个大字。旁边的晾衣架上挂
满了衣物，晾衣架下方还有几双鞋

子，记者观察发现，无论是衣物还是
鞋子都非常整洁干净，像新的一样。

赶着去乘地铁的刘先生在”友善
之墙”前停了下来，驻足拍照，“我觉
得这样的方式太好了，所以想发照片
到朋友圈里，分享给朋友们。”市民吴
女士告诉记者，她很早就耳闻“友善
之墙”，今天是第一次看到。“我想捐
些衣服出来，也打算号召朋友们参与
其中，献出自己的爱心。”对于这样一
种传播爱心的模式，市民们在点赞的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市民余
先生表示，“友善之墙”的衣物一定要
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不然就辜负了大
家的爱心，希望，能有一些监管机制，
不让爱心变味。

天府广场又现“友善之墙”

调查
超半数餐馆打包用塑料袋

“老板，我打包两份冒菜带走。”正
值午饭时间，光华村上一家冒菜店生意
异常火爆，店里坐满了正在就餐的食
客，等待打包带走的人也有不少。记者
看见，当食客需要打包带走时，店主均
选择用一种很薄的塑料袋盛装。就在
同一条街上，记者发现，有超过一大半
的小吃铺在打包时使用塑料袋。

早上 7、8 点，不少上班族都会在
单位附近或是公交站台旁买早餐，记
者发现，不少早餐摊点为了方便，将热
烫的包子、豆浆等直接装在塑料袋里
让顾客带走。晚上，记者走访了一些
夜间鬼饮食游动摊点，同样发现，不少
摊主直接用塑料袋打包烧烤或是油炸
食品。

餐馆老板
“我们只为了图方便”

在光华村的冒菜店，记者看到，滚
烫的冒菜刚刚出炉，餐馆小工就迅速将
冒菜倒进了塑料口袋里，然后，又盛了
一勺正在翻滚的冒菜汤倒进塑料袋
中。而为了以防热烫的食物将塑料袋
烫破，他又在打包好的塑料袋外又套了
一层塑料袋。只见小工打包动作麻利
而熟练，打包一份冒菜前前后后只花了
不到两分钟时间。

“用这种塑料袋打包对人体有没
危害呢？”面对记者的问题，这位小工
很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得”，他告

诉记者，从他到冒菜店工作到现在，几
年时间里，他们一直使用塑料袋打包，
从来没有食客对这种打包方式提出质
疑，更没有人吃出问题来。“不光是我
们馆子，很多餐馆都是用塑料袋打包，
其实主要是为了图方便，塑料袋打包
比饭盒打包要方便得多，中午打包的
食客很多，我们又不能让他们等太久，
所以选择用塑料袋。”

记者调查了解到，多数中小餐馆使
用塑料袋打包最主要的原因并非图方
便，而是为了节省成本。据了解，餐馆
所使用的塑料袋大多都是三无产品，价
格低廉，与用纸质饭盒相比，可以节省
不少开支。

食客
“很少注意到塑料袋打包会有危害”

早上上班时间，记者在通惠门地铁
站附近看到，这里的两家早餐摊生意非
常火爆，不少上班族提着塑料袋装的包
子和豆浆边走边吃。“平时太忙了，早上
又想睡晚点，根本没时间做早饭，都是
在外面随便解决。”上班族小张说，他很
少注意到塑料袋打包会有危害，“拿起
就走还是比较方便，没经常用估计问题
也不大。”

在青羊区一家私企上班的小何每
天有两顿都是在外面解决，打包对他来
说也是家常便饭。小张告诉记者，他平
时很爱打包单位附近一家餐馆的冒菜，

“主要我们完全不懂塑料袋不能盛装热
烫的东西，以后打包还是自己带碗或是
用纸质饭盒比较好。”

危害
长期摄入长期摄入健康

塑料袋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
的生活，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塑料袋
盛装热烫食品带来的危害。

记者了解到，常用的塑料袋多为聚
乙烯或聚氯乙烯的薄膜制成，该薄膜无
毒，但在制作塑料的过程中加入了有毒
的苯、烯料等物质，当用塑料袋盛装超
过50℃热烫食品，袋中的铅会溶入食品
中，塑料袋还会释放有毒气体，侵入到
食品当中，人体长期摄入会严重损害身
体健康，导致疾病，尤其是对儿童健康
发育的不良影响尤为突出。

整治
严厉打击三无塑料包装袋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 10月《新食品
安全法》实施后，成都便进一步加强了对
食品包装袋的专项整治。青羊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面
上出现的食品包装安全潜在隐患主要有
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中因原材料、设
备、操作不符合规格导致的质量不合格；
另一类便是将白色塑料袋用于温度高的
食品，比如羊肉汤、豆浆、稀饭的打包。
针对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食品包装安全问
题，相关部门将强化许可监管和加大监
督抽查结合起来，继续推动质量监督体
系的完善。“出现问题的，责令整改，达不
到取证条件的，及时向当地政府和有关
部门通报，依法予以取缔，从源头上杜绝
食品安全隐患。” （杨雪怡 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蜂蜜作
为一种最为常见的营养保健品，一
直以来都深受中老年人的青睐。而
对于蜂蜜的真假度，大部分消费者
却辨认不清，有专家表示，一旦不小
心买到了歪蜂蜜，喝了不仅不能美
容养颜，还对健康不利。

家住玉宇路的何女士就遭遇过
假蜂蜜，何女士回忆，去年，她在一
家网店上购买了一瓶价格为10.9元
的枇杷蜂蜜，买回后，何女士喝了一
次就再也不敢喝了，“真蜂蜜有蜂蜜
独有的香味，很好闻，这个蜂蜜没有
香味，也没有蜂蜜特有的结晶体，我
感觉像是白砂糖加添加剂之类勾兑
的。”几天后，何女士又在超市里买
了瓶蜂蜜，一对比更确信网上买的

蜂蜜是歪的。由于网店投诉起来比
较麻烦，何女士也没有进行投诉，只
是在评价里给了差评。“我以后再也
不敢买便宜的蜂蜜了，太容易买到
假的了。”

记者了解到，市面上的多数假
蜂蜜都是由蔗糖、葡萄糖、淀粉和各
种添加剂等勾兑而来，一些不法分
子在造假时，还能仿出蜂蜜的味道
和质感，让消费者很难辨别出真
伪。有专家表示，购买蜂蜜时，最好
到正规超市购买，不要贪图小便宜
购买价格低廉的蜂蜜。此外，不要
购买枇杷蜜、野菊花蜜、人参蜜等市
面上罕有的蜂蜜，建议大家买一些
产量比较大的蜂蜜，比如洋槐蜜、枣
花蜜等。

●近日，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
做好 2016 年公益性幼儿园招生工
作的通知》，成都公益性幼儿园实行
秋季集中统一招生，将优先招收幼
儿园所在社区、街道年满 3 周岁的
本市户籍幼儿入园。平时如有缺
额，也可随时补招。

●日前，成都市人社局等相关
部门制定并出台了《成都市建筑业
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办法明确不
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
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均应
按照本办法实行以建设项目为单
位参加工伤保险，并实行动态实名
制管理。

●成都2016年中考报名将于3
月17日至23日进行,实行网上报名
并进行电子摄像.所有应届初中三
年级毕业生以及准备升入高中阶段
教育各类学校的往届毕业学生,都
必须进行报名，网上报名系统将在
3月23日下午17：00准时关闭，请务

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

●近日，四川大学发布2016自
主招生简章，今年自主招生录取人
数会控制在 448 人以内。另外，包
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也公布了
自主招生政策。

●3 月 17 日起，成都市光华大
道一段（三环路至绕城内侧的导航
路路口）将开始道路整治，预计7月
30日结束。施工期间分别占用进、
出城方向各 2 条车道，施工路段允
许车辆借用公交专用道通行，允许
小型机动车借用非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借用人行道通行。

●3 月 17 日起，成都市今年第
一批公租房登记将正式开始。成都
市中心城区 2016 年度第一批次公
共租赁住房共计7740套，本次登记
的待保对象有两大类，登记方式也
有窗口登记和网络登记两种。

“直行待行区”
调整为全天

多数市民不适应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从 3

月 10日起，全市的“直行待行区”
时间调整为7:30到19:00全天，调
整后几天，记者观察发现，不少市
民还没有适应这样的变化，当
LED 显示屏提示时，大部分司机
都“犹豫不决”，不敢向前开。

3月 14日，下午两点，记者来
到八宝街路口，五分钟后，LED屏
幕显示直行机动车可以进入待行
区，然而，记者发现，多数车辆都纹
丝不动，在交警的指挥下，第一排
的车辆才缓缓驶入直行待转区。

“以前‘直行待转区’只是上
下班高峰期，我们都习惯了，完全
搞忘现在时间改成全天了，再适应
几天才行。”市民黄先生说。 另一
位市民谢女士告诉记者，她是看到
其他车辆没有动，所以不敢贸然驶
入“直行待转区”，“我之前看新闻
听说过改时间了，但看到其他车辆
都没动，就心虚了，怕闯红灯。”

成都交警四分局民警郑云介
绍，21个“直行待行区”路口运行
时间调整为7:30至19:00全白天，
当驾驶员行驶到这些路口时，完
全可以按照LED屏幕提示通行。

据了解，“直行待行区”交通
组织模式实施一年多来成效显
著，有效地缓解了高峰期时段的
交通压力，大大地提升了道路的
运输能力。以前，成都市中心城
区 21 个路口“直行待行区”交通
组织模式仅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
时段（7:30-9:00、17:00-19:00）实
施。从 3 月 10 日起，成都交警将
对“直行待行区”的运行时间调整
为 7:30-19:00 的全白天时段运
行。同时，为全面推广“直行待行
区”交通组织模式，力争早日“成
线、成网”，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
成都交警梳理了 80 个具备条件
的路口，今年将再选择 20个路口
设置“直行待行区”，进一步提高
路口精细化管理水平。

最近，家住成都花园上城小区的不少居民都感受到了小区

可喜的变化：小区的蓝色塑料垃圾桶不见了，小区的环境越变越

好了。小区居民杨大姐告诉记者，这样的变化要得益于小区推

行了垃圾分类，居民们的环保意识大大提高。记者了解到，该小

区将当下最流行的互联网+模式引入到了垃圾分类中，住户丢

出的每袋垃圾都有二维码，可有轻松追踪溯源，居民还可以通过

下载app或是关注微信，查看垃圾分类积分，并通过积分兑换

环保垃圾袋和一些日用物品。在试点成功后，“互联网+垃圾分

类”这样一种新兴模式将在青羊区其他小区进行推广，让更多的

老百姓树立起垃圾分类的意识，自觉参加到垃圾分类中。

互联网+垃圾分类
居民参与热情高

虽然近年来，垃圾分类在国
内不少城市一直都在推广，但作
为一种新兴的理念和生活方式，
对于多数人而言仍然比较陌生。
去年 11月，一家名为“绿色地球”
的环保公益组织找到成都花园上
城小区的物管方，打算在该小区
试点推行垃圾分类，该公益组织
的这一想法与小区物管方不谋而
合，很快，该公益组织便进驻小
区，在小区内宣传推广垃圾分类。

“ 刚 开 始 我 们 以 为 会 比 较
难，毕竟很多居民只是听说过垃
圾分类这一概念，没有真正地接
触过，可推行一段时间后发现，
效果出乎预料地好，大家不但不
抵触，反而很积极踊跃地参加。”
该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小李告
诉记者，从去年 11 月起，他和同
事每周两天时间都会在小区里
设点宣传并接受居民登记注册，
凡是注册成为会员的居民都能
领到垃圾分类手册、环保垃圾袋
和二维码标签。“居民在垃圾分
类后，都要将二维码标签贴在垃
圾袋上再丢入垃圾箱。”小李说，

二维码标签的作用一方面是便
于居民积分，另一方面是便于垃
圾追踪溯源，如果有居民不按规
定进行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可以
通 过 二 维 码 很 快 找 到 垃 圾 主
人。据了解，从去年 11 月至今，
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住户注册成
为垃圾分类的会员，主动参与到
垃圾分类中。

记者在成都花园上城小区内
看到，小区过去用于装垃圾的蓝
色塑料桶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
是规范而统一的垃圾分类投放
点。据了解，小区里共设置了6处
垃圾分类回收投放点，每栋住宅
楼下面都有一处。投放点规范地
摆放着可回收垃圾、有毒垃圾和
其他垃圾的回收装置。小李告诉
记者，为了激励更多居民参与到
垃圾分类中，他们采取了积分模
式，居民垃圾分类次数越多，积分
越高，积分可以兑换环保垃圾袋
和一些日用品。小区居民还可以
通过下载 app 客户端或是关注微
信，学习垃圾分类小知识，查看垃
圾分类积分情况。

二维码贴垃圾袋
每袋垃圾都能找到主人

3月14日上午九点半，虽然正
值周一上班时间，但小李的宣传
点上依然吸引了众多小区居民，

“我们以前不了解垃圾分类，听了
他们讲解，我觉得很好，我们大家
都应该从自己做起保护环境。”居
民李先生说。

居民黄女士在去年12月加入
了垃圾分类行列，短短几个月时
间，她已经逐渐养成了垃圾分类
的习惯。“以前我都把所有的垃圾
放到一个袋子里，现在我每天都
准备三个垃圾袋，将垃圾分门别
类装在一起，虽然比以前麻烦，但
更加环保卫生。”黄女士说，现在
她刚上小学的孙子也跟着她学会
了垃圾分类，“哪些属于可回收垃
圾，哪些属于不可回收垃圾，他记
得比大人还清楚，我如果没分对，

他还经常纠正我，垃圾分类意识
就是该从小娃娃抓起。”

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点主要
用于处置普通生活垃圾，然而，像
废旧家具、纸箱等大件垃圾，居民
在处理上往往感到头痛，为了解
决居民们的这一垃圾处置难题，
小李和他的同事每周还在小区里
设置了专门的大件垃圾回收点，
居民不但能就近处置大件垃圾，
还能获得相应的积分。

据了解，目前，青羊区共有包
括成都花园上城小区在内的14家
小区试点推行“互联网+垃圾分
类”模式，试点效果良好，今后，这
一模式还将在全区更多小区进行
推广。

（杨雪怡 摄影报道）

推广效果显著
成人小孩齐参与

用塑料袋装豆浆
当心喝的不是豆浆 而是“毒液”

到餐馆就餐如果没吃完，
打包带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一些比较高档的餐馆，会用纸
质饭盒进行打包，而不少中小
餐馆则直接使用塑料袋打包。
多数市民对打包方式并不在
意，很少有人想到用塑料袋打
包热烫食品会对身体带来不利
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超过
50℃热烫食品，用塑料袋盛装
时，塑料袋会渗出一种毒物，侵
入到食品当中，多吃这样的食
品，对身体健康有极大危害。

网购图相因遭遇歪蜂蜜
专家建议：购买蜂蜜不要贪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