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云华 版式 朱琳萍 校对 曹奕2022年9月6日 星期二
城事 微社会· 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6

■张维明 邹璐
庄奕 图文报道

本 报 讯 一 家 炸 鸡 店 被
消费者投诉，但因证据不足，
调解被迫终止。消协人员在
炸鸡店发现后厨存在脏乱差
的问题，执法人员检查后当
场责令停业整顿，该店整改
后近日已恢复营业。

10 天前，酷爱吃油炸食
品的周女士在“蜜哆哆”韩式
炸鸡新北万达店点了一份韩
式炸鸡和一份油炸红薯，总
计 38.8 元。油炸红薯香气四
溢，可周女士吃着吃着，却看
到了一块黑斑。她觉得是霉
斑，找到炸鸡店想要索赔，但
炸鸡店拒不承认红薯发霉，
自然也不肯赔偿。多次协商
无果后，周女士向新北消协
投诉。

接到投诉后，新北消协
组织“党员先锋调解队”介入
调解。炸鸡店负责人态度强
硬，认为红薯发黑是氧化所
致，并非发霉。因周女士已
经丢弃了问题红薯，也无视
频证据佐证，手头证据并不
充分。经过多次调解，双方
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调解被
迫终止。

红薯发黑到底是发霉还

是氧化，已无从核实，但消协
人员在现场调解过程中，发现
炸鸡店后厨脏乱差是不争的
事实。随后，消协人员将上述
情况通报新北区市场监管部
门。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
现，该店存在多处问题：厨房
窗户无纱窗，有苍蝇；冰箱内
食物混放、未做密封处理；炸
鸡成品直接接触墙壁等等。
执法人员当场下发责令整改
通知书，要求炸鸡店停业整
顿，同时通报美团平台，要求
下线该店所有商品，直至整改
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营业。

经过一周闭店整改后，
近日执法人员上门验收整改

情况，此时商家后厨已焕然
一新：加装了纱窗；换了一台
新冰箱，温度显示正常；冰箱
内食物分类摆放，用保鲜膜
缠绕；清洁了地面、墙面及设
备，后厨显得窗明几净。

目前，炸鸡店已通过验
收恢复营业。新北消协在此
告诫食品生产经营者，为消
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既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生
存发展的前提。同时提醒消
费者，如发生食品安全等问
题，要注意保留证据，及时拨
打 12345 热线投诉举报。市
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履职，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炸鸡店后厨脏乱差被责令停业整顿

■龚青轩 秋冰 胡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9 月 3 日，天爱儿童
康复中心团支部以“迎接党的
二十大，培根铸魂育新人”为主
题，向天爱特教老师们送上爱
的祝福，庆祝即将到来的教师
节。

活动中，天爱团支部书记
带领新老师进行入职宣誓，并
授予校徽，还表扬了入职天爱
10 年以上的老师，感谢她们在

自闭症康复领域作出的贡献。
自闭症青年小冉为老师们送上
了诗朗诵，表达他对老师们的
感激之情。

当天，“特教老师爱的守护”
公益行动启动，旨在为特殊教师
提供展示、表达自己的机会，呼
吁更多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携
手加入，一起支持、守护和关爱
特教老师，让正能量服务更多自
闭症家庭。现场，一些爱心企业
为天爱特教老师送上了节日的
慰问和定制礼品。

为天爱特教老师庆祝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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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全国妇联联
合印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阳光驿站”项目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
加强项目的实施和管理、规范
操作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阳光驿站”项目（以下简
称项目），是指使用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向留守儿童集中
地区、低收入地区的村或社区
提供图书、文体艺术类器材等
物资以及人员培训、主题活动
设计与开展等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相关专业服务。

《管理办法》指出，每个村
或社区的支持标准原则上不
超过 10 万元/年；项目资金专
款专用，不得与其他资金混合
管理使用；在项目实施和宣传
工作中，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

“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
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标识，
以突出彩票公益金的社会效
益。

在机构职责方面，《管理办
法》规定，财政部、全国妇联负
责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并按照
相关规定对项目资金的使用及
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指导、监督，

组织指导有关方面开展全过程
预算绩效管理。全国妇联按照
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委托相关
基金会协助做好项目的具体实
施和日常管理工作。

项目年度执行完毕后，基
金会、省级妇联、项目实施村或
社区应及时向社会公开项目资
金使用情况。

《管理办法》要求，全国妇
联应当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有关要求，加强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设定项目资金绩效
目标及相应的绩效指标，加强
对绩效目标的审核，按照审核
确认后的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运
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绩效
目标如期实现，将预算绩效结
果作为完善政策和管理的依
据。

基金会适时组织第三方专
家团队对项目进行评价和检
查，全面反映项目实施效果，掌
握项目受益情况，并向全国妇
联提交评价报告。全国妇联于
每年 3 月底前向财政部报送上
一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使
用情况，具体内容包括项目组
织实施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等。

《管理办法》还要求，全国
妇联于每年 6 月底前向社会公
告上一年度彩票公益金的使用
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
际效果等，具体包括：项目总体
资金规模、支出内容、执行情况
等；项目实施村或社区的资金
规模、支出内容、执行情况等；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等；其他相关内容。

对于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存在擅自改变资金使用范
围和资助标准、未按照规定程
序使用资金行为，以及其他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相
应责任。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
望，留守儿童更需要社会的关
心和守护。

点滴聚爱，汇善如海。多
年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一
直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
长。无论是公益助学，还是大
病救助，彩票公益金为祖国幼
苗扬起爱的风帆。

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

彩票公益金：

支持建设“阳光驿站”保护乡村留守儿童在千千万万的购彩群体
之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与福
彩的故事，每个人都在寻找自
己的幸福时刻，也在享受着沿
途的美景和经历。

邂逅：
一次不经意的尝试
“大奖大、小奖多”“中一

个蓝号就有奖”“即开即刮”，
说起双色球和刮刮乐给人的
第一印象，往往离不开它们充
满魅力的游戏特点，而这也是
许多人开始接触福彩的原由，
简单而淳朴。

看一看、试一试、凑个热
闹、换点零钱、问个路⋯⋯也
许年轻人不太理解，但对于许
多铁杆粉丝来说，在那个信息
化尚未如此发达的岁月里，兜
里的零钱就是他们邂逅福彩
的桥梁。

选择：
向左走？向右走？
从小到大，我们遇到过许

多选择，有大有小、有轻有重，
可像福彩游戏这样让你“又爱
又愁”的选择，却并不多见。

我们爱它的好玩有趣，爱
它的丰厚回报，也爱它的爱心

奉献！
下班闲暇之余，像往常一

样买几注双色球。在等待出
票的过程中又看见销售柜台
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刮刮乐，
一时来了兴趣随手买几张，谁
知运气不错，接连刮出几个小
奖，生活和好运常相伴啊！

坚持：
当意外成为习惯
一件事，做一次是尝试，

做一万次就是习惯。在经历
了最初的尝试、反复的选择之
后，购彩便在悄无声息中成为
了生活的习惯。

茶余饭后，买一张；上班
下班，买一张；旅游休闲，买一
张；出差工作，买一张⋯⋯无
论身处何地，无论忙碌与否，
总会惦记着去买上几张福利
彩票。无关乎中奖与否，只是
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追求过程
中的快乐。

虽然只是几张简单平凡
的福利彩票，但是我与它的
邂逅却不平凡，不只因为这
邂逅神奇而多彩，更因为每
一张福利彩票都饱含着爱心
与奉献。

摘自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

与福彩结缘，一路向前

整改后

天爱儿童康复中心师生一起做月饼庆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