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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英语已成为很
多孩子的必备技能。正值暑假，一些打着

“外教”旗号的“暑假培训班”广受家长追
捧。部分家长眼中，教育机构里有白（黑）
皮肤、黄头发、蓝眼睛、说着英语、与中国
人长相不同的“外教”就很高大上，可以让
孩子练就纯正的口语，培养孩子的国际视
野。但是，您真的可以放心孩子师从这些

“外教”吗？
前不久，新北区罗溪派出所会同镇市

监、城管等部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
理联合检查时，在某培训中心发现一男性
外籍人士正在讲台上讲课。此人发现有
人来检查，神情有些慌张。通过询问负责
人，发现该机构对这名外教的教学资格并
不了解。民警检查发现，其为江苏省某高
校留学生，仅持有学习类居留许可，无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工作类居留证件及相关
资质材料，涉嫌非法就业。遂对该外籍人
员和该培训机构负责人进行传唤，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无独有偶，新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
门在工作中发现，位于新北区新桥的某
外语培训机构一“外教”为武进区某贸易
公司工作人员，其利用业余时间在新北
区某外语培训机构从事外语教学活动，
该行为属于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中
国境内工作，且其不具备相关资质材料，
同样涉嫌非法就业。

随着中国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外教的市场需求只增不减。新北出入境
管理部门在了解到“非法外教”情况较为
突出的情况下，于7月至8月部署开展专
项检查。在河海某幼儿培训机构，民警

发现有两个教室均是外籍人员在教英
语，每个教室有数十名孩子。经了解，这
两名外籍人员分别来自俄罗斯和塞尔维
亚，目前在常州居住，在此培训机构授课
已有 3 个多月，一节课费用大约 200 元。
对两人的护照进行检查时，民警发现，两
人所持签证均是短期学习签证，两人自
称在上海某网校培训机构学习中文。因
其未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
无“外教”资质，同样涉嫌非法就业。

今年以来，新北警方已办理类似“黑
外教”案件10余起。

究竟哪些情形属于外国人非法就业
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有明确规定：一、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
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
的；二、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中国境

内工作的；三、外国留学生违反管理规
定，超出规定的岗位范围或者时限在中
国境内工作的。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官方统计，合
法外教数量仅占在华从事教育行业的外
国人的三分之一。非法就业的“黑外教”
一经查实，根据法律规定，会受到罚款或
拘留的处罚；非法聘用外国人的机构或
者中介机构，同样不能逍遥法外。

警方提示，如果您发现非法外教的线
索，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举报。家长在
选择培训机构和外教时必须慎重，要对外
教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从事相关工作的资
格进行详细了解。让我们形成合力，打造
一个合法、健康、规范的外教市场，为孩子
创造一个优质的外语学习环境。

童华岗 熊伟 姚好

外国来华留学生、外贸公司员工、母语非英语国家外国人——

“外教”教英语，家长真的可以放心吗？

为培养青少年的爱心，触动他们认识自我、珍惜生命、关爱他人，7月30日，雕庄街道朝阳花园社区组织30余名青少年
和家长走进市福利院，为那里的大孩子送去温暖与祝福。 童华岗 陈琦 吴团建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近日，孙先生到武进消
协遥观分会投诉，称其一个月前花
1800 元买了一部“金立 M7L”手机，
销 售 人 员 当 时 称 该 手 机 内 存 为
128G，但实际内存仅64G。他希望消
协能帮助退款退货。

分会工作人员立即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但双方情绪激动。分会调解员
果断将双方分隔开，分别单独沟通。
孙先生要求退货换货，提出三点理由：
购买的手机内存与销售员宣传的不
符；他本想购买华为手机，在销售员的
推销下才勉强购买了“金立 M7L”手

机，金立公司已经倒闭，担心售后服务
存在困难；“金立 M7L”手机已经停
产，不值1800元。手机店一口拒绝了
孙先生的要求，理由是：销售过程中没
有宣传该手机内存为 128G；出售给
孙先生的手机没有质量问题，孙先生
一直正常使用；销售员并没有强迫孙
先生购买这款手机，双方自愿达成一
致，才做成了买卖。

分会调解员听取双方的陈述后，
检查了“金立 M7L”手机的外包装，外
包装标签贴有“64G”字样。调解员通
过电商网站比价，了解到这款手机网

上售价为 1299-1699 元不等。综合
这些情况，分会调解员告知商家，根据
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时，应当主动向消费者告知有关商品
的价格、产地、性能等主要情况。作为
消费者，孙先生应在交易前了解、校对
商品的各项参数、说明书，应在买卖合
同达成后遵守“契约精神”。

经过反复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
议：手机店向孙先生承诺其购买的手
机二年免费保修，并赠送给孙先生一
副蓝牙耳机。

（钱力 庄奕）

128G变64G，手机内存“缩水”？

“今天接到埭头供电所的停电
通知，可能是收电费的师傅打的，他
说 28 日停电，你家两位老人，天气
太热，要注意安置。这样的细节都
能顾到，太感人了，再次谢谢你的关
怀！”7 月 26 日，网友“竖三”在溧阳
论坛上发了一篇名为“感人的停电
通知”的帖子，对埭头供电所台区经
理孙小伟的服务表示感谢。

7月28日，溧阳市埭头镇10千
伏四方线执行计划停电开展配网升
级改造，此次施工涉及范围较广，且
停电时间较长。孙小伟看到自己管
辖的几个自然村正好在停电范围
内，就像往常一样早早打印好了停
电通知，将单子张贴在每一个要停
电村的村务公告栏中，再配合网络

和电视通知，这样的通知工作按理
算是执行到位了。可孙小伟并没有
结束自己的停电通知工作——

做了十几年村电工的他，对自
己辖区内的用户情况清清楚楚，哪
家有老人、哪家有病人、哪家做生意
离不开电，他都了如指掌。当看到
停电范围中有后巷村时，他想起村
上史某家，其老父母都已 90 岁高
龄，不管天冷、天热都离不开空调，
这次停电时间长、天气热，两位老人
一定要提前安排妥当才行。于是，
孙小伟立即拨通了史某的电话，并
再三提醒对方要把老人安置好。电
话那头的史某连声道谢，这才有了
事后的“感谢帖”。

童华岗 彭迪

一件暖心事

本报讯 近年来，中药饮片以
次充好、染色、增重等质量问题频发，
国家不合格药品通告中，中药饮片是
常客。近日，常州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在药品抽检过程中，就查处了一起销
售不合格中药饮片的案件。

为加强流通领域药品质量安
全监管，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常州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对药品抽检十
分重视。7 月初的抽检中，高新区
市场监管局发现，辖区一药店经营
的中药饮片“麸炒苍术”的有效成
分不合格，经检测，该药品的有效
成分“苍术素”含量仅为 0.005%，

为 标 准 规 定 的 1/40。 经 立 案 调
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该
药店作出罚款和没收剩余不合格
药品的行政处罚。

在调查中，该局发现，涉案批次
的“麸炒苍术”由苏州一合法药品生
产企业生产，经由两家药品批发企
业流入我市，销往新北区合计 200
公斤，涉案药店多达 9 家。目前，该
局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至生产企业
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辖区内
多家涉案药店进行统一调查处理，
没收 200 公斤药品的库存，确保群
众用药安全。 （王芸潺 庄奕）

高新市监查处一不合格中药饮片

本报讯 酷暑天还有人顶风违
建，被巡查城管第一时间发现。7
月23日下午，湖塘城管中队两违办
会同湖塘镇东升社区，强制拆除了
一处正在搭建的违章建筑。

当天上午，两违办工作人员巡
查至东升社区金家塘时，发现一村
民正在违章搭建一处彩钢结构，面
积约 60 平方米。队员立即联系所
属社区工作人员，对该处违章实地

查看，并告知当事人立即停工、恢复
原样。但当事人态度强硬，拒不听
从劝说。两违办与社区经过协商，
决定当天下午对该处违章搭建进行
强制拆除。

由于天气炎热，且该处违章所
处位置不便，机械无法到场，只能人
工拆除，整个拆除进程十分缓慢。
3 个多小时后，该违章搭建被拆除
完毕。 （陆梦茜 陈慧宇 童华岗）

冒暑搭违建 顶高温拆除

日前，清潭三社区、市军休二所联合开展了大手拉小手主题双拥爱国活
动，老战士们和社区未成年人一起手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军事题材画作。

童华岗 丁洁图文报道

本报讯 宰杀活禽后用松香脱毛，
效率高、更干净。不过，国家对于松香的
使用有严格规定，使用工业松香可能触
犯刑法。

近日，金坛区市场监管局直溪分
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村民每天凌晨
3、4 点钟就开始宰杀家禽并脱毛，严
重 影 响 了 附 近 居 民 的 正 常 生 活 。 直
溪 分 局 立 即 协 同 当 地 食 安 办 、环 保
办、兽医站、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实地
检查核实。

经查，村民魏某家养了三四十只大
白鹅，每天凌晨3点左右，他就开始在其
住所外的现场宰杀，过程中产生大量噪
音。魏某给宰杀好的家禽进行脱毛时，
使用的是松香，且松香在反复使用过程
中散发出刺鼻气味。

松香分为工业松香和食品级松香。
工业松香含有铅等重金属和有毒化合
物，属于非食品用产品，使用工业松香脱
毛会对畜禽肉制品造成污染，食用该类
被污染的畜禽肉制品对人体健康有害。
可以用于脱毛的“松香”，是松香甘油酯，
也就是俗称的“食品级松香”。

魏某称其使用的是网购的食品级
松香，但现场检查时，他无法提供相
关凭证。针对现场相关情况，执法人
员要求魏某立即停止宰杀行为，将屠
宰 设 备 搬 进 室 内 并 限 期 办 理 相 关 手
续；屠宰时尽量减少噪音和异味，安
装排烟等通风设施；在购买脱毛松香
时，要选择食品级并向商家索要票据
和合格证。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禽类经营户，为
了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采用手工
方式或使用食品级松香加工禽类，严禁
使用工业松香。市民在选购脱毛禽类
时，除了观察外观，还可以通过闻气味、
观颜色来分辨。松香拔毛后会残存一些
刺鼻的气味，家禽表皮往往十分光滑，并
非呈现出真实的肉色，略有偏黄。一旦
发现使用工业松香的违法行为，及时拨
打 12345、12315 投诉，执法人员将第一
时间进行处置。

（吴同品 苏俊 缪云）

活禽宰杀扰民被投诉
松香脱毛有严格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