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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优优 通讯员
薛树洋）听说过假冒化妆品、假冒
名牌鞋服，零售价2元/瓶的矿泉水
竟然也有假的。近日，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十总分局接到群众投诉称，
十总镇十总居某批发部销售的“百
岁山”矿泉水是假冒的。

接到投诉后，十总分局执法人
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检查。在当
事人仓库内有30余箱“百岁山”矿
泉水，而该批发部经营者现场无法
提供这批矿泉水进货来源的相关材
料。执法人员立即联系“百岁山”
厂家到场协助。经“百岁山”商标
权利人的授权委托人现场鉴定，这

批待销的同一批次的30余箱“百岁
山”矿泉水均为假冒商品。

据该批发部经营者称，这批矿
泉水是从一个朋友介绍的送货人员
处购进。执法人员根据该经营者提
供的有效信息及时与其他分局取得
联系，经调查发现，在刘桥、兴
仁、西亭等地区也出现了相同批次
的假冒“百岁山”矿泉水，该批次
矿泉水累计竟多达千余箱。

目前，执法人员已基本锁定了
销售假冒矿泉水的源头，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商家进货时必须
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不得从无
证人员处购进商品。”十总分局局

长陈卫明表示，“销售假冒伪劣商
品的行为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我分局执法人员将进一步
加大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不法
商家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百岁山”商标权利人的授权
委托人提醒广大消费者，进入夏
季，矿泉水的销量大，一些不法厂
家、商贩便用地下水、冷开水甚至
自来水，冒充矿泉水来谋利，要谨
防上当受骗。

那么，如何识别真假矿泉水
呢？首先看外观，矿泉水在日光下
应为无色、清澈透明、不含杂质、
无异物漂浮或沉淀，瓶口向下不漏

水，略挤压也不会漏。其次尝口
味，矿泉水无异味，有的口感略甘
甜。如是冷开水，口感不及矿泉
水；若是自来水，会有漂白粉或氯
的气味。此外，夏季高温季节，矿
泉水瓶身会有冷凝的小水珠出现。
最后看瓶签，矿泉水必须标明品
名、产地、厂名、注册商标、生产
日期、批号、容量、保质期等。假
劣矿泉水，往往标识简单且含糊其
词。如果瓶签标识破烂、脏污、陈
旧不清等，很可能是利用剥下的标
识用来假冒，不能购买。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随着
暑假来临，旅游市场迅速升温。
当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理念已被广大家长所接受，让孩
子参加旅游活动，正成为越来越
多家庭假期的选择。

7月10日上午，在城区一家
旅行社门店内，前来咨询暑期线
路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甘女
士准备利用暑期带七年级的女
儿出游一趟：“去年孩子的同学
去了土耳其，回来变化蛮大的，
说起当地历史文化、沿途见识头
头是道，性格也开朗了很多。今
年就提前预订了旅游产品，准备
带她出去玩玩，价格虽然是贵了
点，但平时孩子没有这么长的假
期，能出去长长见识、散散心，也
是值得的。”

记者从我区多家旅行社了

解到，5月以来，咨询、预订
暑期出游的人次明显增多，6
月份更是达到了峰值。其中，
亲子游、研学旅行、避暑游等
细分需求依然是支撑暑期出游
旺季的主力，整体的出游高峰
预计出现在7月中下旬至8月上
旬。从预订情况来看，受签证
办理时间长短影响，目前，新
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周边
国家线路预订火爆。相比往
年，今年国内长线游也较早进
入预订高峰期。

至于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价
格问题，城区携程旅游形象店店
长表示：“今年的暑期游价格涨
幅是五年来最小的，特价游项目
也比较多。随着客户需求的增
多，今年旅游的线路主题也更为
多样、品质更高。”

本报讯（记者李
天舒 通讯员吕炜照）
近日，居民陈女士家
中飞入一对“不速之
客”，两只模样长得像
猫头鹰的“怪鸟”一点
也不怕人，很是凶悍
（见 右 图 ，李 天 舒
摄）。经专家辨认，这
两只鸟竟然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红隼。目
前，两只红隼已被林
业部门收治。

7月 9日下午 4点左右，平
潮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声称家
中来了两只“怪鸟”，疑似猫头
鹰。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发现这两只“怪鸟”全身羽毛
呈深褐色，大眼、尖嘴、长爪，模
样看上去很可爱，但其实很“凶
悍”，看到有人靠近，大嘴不时地
张开。“我们在这里生活许久，从
未见过这种‘怪鸟’，为了安全考

虑，我便联系了警方。”居民陈晓
云解释说。

民警随即联系了林业部门
的专业人员。通州林业站副站
长朱晓松介绍说：“这两只鸟是
红隼，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栖息于山地和旷野中，应该是为
了躲雨才进入民宅暂时停歇。”
目前，两只红隼在林业站得到悉
心“伺候”，考虑到习性问题，它
们将在近日被放归大自然。

本报讯（记者曹抒雁）暑假期
间，东社镇杨港居校外辅导站组织
杨港、唐洪、严北等村居的 40多
名小学生开展主题教育、学习辅导
等社会实践活动。附近的退休教
师、在职教师及村居干部等纷纷加
入义务辅导员队伍，用丰富的文化、
科技知识，让孩子们离校不离教，度
过一个快乐而充实的假期，打造一
个孩子们喜爱的“快乐驿站”。

7月 11日上午，辅导站组织孩
子们参观景瑞农业和开心田园生态
农场（见右图，曹抒雁 摄）。“我们农
场种植的都是有机产品，那什么是
有机农产品呢……”在开心农场，一
听完农场主孙春梅的知识介绍，孩
子们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养殖区。“这
小香猪我从来没见过。”“这山羊这

么 壮 ，散 放 在 田 野 里 会 跑 丢
吗？”……孩子们不禁“议论纷纷”。
在农场温室智能大棚和农产品展示
室里，孩子们玩得很尽兴。“很多动
植物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今天
的活动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真是
大开眼界。”唐洪小学四（2）班学生
徐铭义开心地说。

据了解，杨港居校外辅导站已
连续办了五年，通过开展“传红色基
因，共话新时代”“走进美丽乡村 畅
谈家乡变化”等各类主题鲜明、形式
多样的活动，教育和引导孩子们健
康成长，深受学生喜爱、家长好评。

“这次活动就是让孩子们真正走进
大自然的课堂，开心学习，快乐成
长。”杨港居校外辅导站站长张圣均
表示。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徐
玉婷）“夏天的嗓门，真大。雷公公
敲起鼓点，风儿摇响沙锤……”7月
11日上午，在石港镇文博苑，参加校
外辅导班的孩子们在石港小学语文
老师潘亚锋的带领下，齐声朗诵诗
歌《夏天的歌喉》。

孩子们学得兴味盎然，纷纷开
动脑筋，创作了一首首属于夏天的
诗歌，互相分享创意。潘亚锋说，校
外辅导班很受欢迎，草市桥居周边

的孩子都非常踊跃地参加。作为石
港小学的老师，潘亚锋主要给孩子
们开诗歌赏析课，培养人文素养。

暑假开始，对于农村留守儿童
来说，除了学习和做家务，其余的时
间如何过得有意义？为了让孩子们
有一个丰富快乐的假日生活，石港
镇于7月7日至16日举办“传承爱国
精神，争做时代新人”暑期系列活
动，在金庄居、花市街村、文博苑、渔
湾居四处开办校外辅导课集中活动

点，范围覆盖到全镇各个村居。
活动期间，石港镇召集辖区各

学校优秀教师、理论宣讲员、退休老
干部等，以“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时
代新人”主题教育为主线，与“三爱”
教育和“三好标兵”实践活动相结
合，开展少年法学、硬笔书法、诗文
赏析、数学拓展思维、英语阅读、征
文写作指导、儿童画等课程。通过
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青少年积极
广泛的兴趣爱好，进一步提升综合

素质。
在各个集中活动点，“五老”志

愿者们主动承担起孩子们的安全保
障工作，确保孩子们的接送落实到
人、特殊天气安全往返。孩子暑期
学习、安全皆有保障，家长们更觉舒
心。“放假了，孩子在家玩手机、看电
视，容易对视力造成影响。”家长陈
红梅说，“镇上组织的校外辅导班课
程正规、有趣，孩子也非常喜欢，我
们家长也特别放心。”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通
讯员陆云芬） 进入 7月，医院
的眼科明显比平时忙了许多，
通州区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
吴李鑫说，暑期以来，每天来
测视力的学生有十几个，是平
时的双倍。

每年暑假是学生来医院检
测视力的高峰期。据了解，由于
学生们平时学习压力比较大，看
书、学习时间长，导致眼睛休息
时间短，加上部分学生坐姿不正
确、不注意用眼卫生等，近视高
发。吴李鑫告诉记者，近年来近
视低龄化越来越严重，不少二、
三年级的学生近视数百度，他接
诊过一个小孩，才 8岁，第一次
来就诊就近视 100多度。而根据

去年的抽查数据，我区小学生的
近视率高达60%。

导致近视低龄化的重要原
因就是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
吴李鑫提醒说，暑假期间孩子的
闲暇时间较多，要注意不要长时
间使用电子产品，看电视要有节
制。眼睛长期接受微机、电视光
线的辐射，极易引起疲劳，如长
期处于这种状态，近视几率将大
大增加，不管何时都要注意用眼
卫生，避免用眼不当、用眼疲劳。

“人眼的屈光度是不断变化的，
成年人需 1～2年检查一次，学
生由于处于生长发育期，每年至
少需要检查一次，并根据医嘱及
时更换眼镜。”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 通讯员
高莉雯 葛书）近日，先锋街道发生
了一起一波三折的交通事故，司机
张某京驾车被后车追了尾，然而她
非但没找后车“麻烦”，反而脚底抹
油溜了。

日前，一辆苏 F号牌小型轿车
在富锋路先锋街道世纪大道路口追
尾了一辆皖D号牌小型普通客车。
但当民警赶到时，仅有苏 F号牌小

型轿车及车主朱某在现场。朱某告
诉民警，事故发生后，一男一女从前
车下来，留下联系方式后便急匆匆
离开了。

经民警联系，自称是被追尾车
辆的驾驶员张某情和自称是乘坐人
的苏某一同来到先锋派出所交通管
理中队。然而，当被问及行车路线
及事故情况时，张某情却支支吾吾、
神色慌乱，在民警的法制教育和政

策双重攻心下，张某情交代自己是
苏某联系过来顶包的，随后苏某也
承认车是自己开的。可朱某坚称当
时从驾驶室下来的是一名女子。民
警见疑不放，通过现场走访、调取监
控、攻心政策等多管齐下，终于“撬
开”了苏某的嘴。苏某最终承认，事
故发生当晚驾车的是与他一同喝酒
的女子张某京。随后，张某京也到
案，对其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为躲避

法律追究找人顶包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

据悉，司机张某京因造成交通
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
行为被通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日、罚款 2000元的处罚，同时驾驶
证被记12分。顶包的乘客苏某因提
供虚假证言的违法行为被通州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日、罚款300元
的处罚。

你喝的矿泉水可能是假的！

市场监管部门查获一批假冒“百岁山”

杨港居校外辅导站成为孩子暑期“快乐驿站”

暑期办精品“辅导班”

石港镇快乐公益“夏令营”受欢迎

明知酒驾替人顶包 双双落网害人害己

暑假旅游市场升温
亲子游避暑游受“追捧”

一到暑假，学生扎堆检测视力
专家提醒：注意用眼健康

平潮一民居飞入“不速之鸟”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7月14
日下午，我区2019年“迎国庆”职
工篮球联赛开赛，来自全区各镇
（街道、园区）、机关、企业的34支
球队将在两个半月内争夺冠亚军名

次。
比赛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

环节，即日起到 8月中旬为初赛，
采用 8个小组单循环赛制，每组第
一名进入复赛。复赛采取淘汰制，

角逐出前八名。9月底，复赛的前
四名进行决赛。

记者了解到，本次联赛由区总
工会主办，是我区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篮球比赛。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之
一，本次职工篮球联赛将起到“扬
拼搏精神、展职工风采”的作用。

我区2019“迎国庆”职工篮球联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
邱祖其 左蔚）近日，在川姜镇天
星竖河桥危桥改造施工现场，机
械设备正在切割、拆除老旧桥
体。过往行人在相关导向标志
和专业人员的引导下，井然有序
地通过临时搭建的简易便桥。
整个施工现场忙而不乱，安全措
施保障有力。

天星竖河桥建于 2000年 9

月，桥梁全长 16米，宽 25.5米。
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桥梁老化
严重，造成桥台台身开裂、桥面
破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今年，我区投入80万元，于
6月 10日启动新建改造工作。
施工监理刘新民介绍，目前该桥
右半幅已拆除，板梁安装完毕，
准备进行新桥面铺装，预计9月
中旬建成通车。

天星竖河桥实施新建改造
预计9月中旬建成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