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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狮山市场监

督管理所（以下称“狮

山市监所”）联合塘中

社区工作人员、社区民

警，对一间“老人体验

店”进行突击检查，力

破套路、巧妙索赔，成功

帮助 47名长者挽回经

济损失11万元。

今年以来，狮山市

监所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真抓实干、

奋力向前，努力向全镇人

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12月23日，狮山镇相关部

门开展日常检查行动，对非法储

存、倒灌、分装、销售瓶装燃气行

为的商户进行登记处罚，加强对

“黑气”的打击力量，进一步规范

燃气经营行为，促进燃气经营市

场有序健康发展，预防和减少安

全事故的发生，消除安全隐患。

那么，为什么存在黑气？一

是城中村和老城区由于安全距

离、用地限制等原因，燃气企业

难以找到建设用地兴建正规的

瓶装燃气供应站，非法燃气经营

者得以走街串巷占领市场；二是

非法经营者以短斤缺两等手段

和以低于燃气企业的价格销售，

造成“平买贵用”的现象；三是使

用者特别是外来劳务工安全防

范意识不强，没有通过正规渠道

查询供气信息，导致“黑气”乘虚

而入；四是个别燃气经营企业为

谋取不正当利益，向非法燃气经

营者提供气源。

但不得不提的是，“黑气”得

来省事，看似价格便宜，却危害

极大，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

患。一些“黑气”贩子利欲熏

心，将废旧钢瓶充气后再卖给

居民，这种钢瓶极容易造成燃

气泄漏从而引发爆燃事故，对

使用者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的

威胁。另外，有些“黑气”贩子

为了多卖几瓶气，在非法场所

私自用大瓶分装液化石油气，

很容易导致燃气泄漏造成爆

燃事故，危害周围居民安全。

狮山镇有关部门提醒，市

民最好的防范方法，就是切勿贪

图便宜，要到信誉好的大企业充

装液化石油气。也可直接通过

燃气企业电召热线充气，向送气

人员索取送气单，作为维权依

据。同时不要轻信卡片的宣传，

核实该公司在当地是否有正规

的供应站，确认送气人员是否穿

印有公司名称及送气电话的工

作服。

此外，用户最好到气站或

供应点办理专用瓶开户手续，

如已办理专用瓶，应防止专用

瓶被其他气站更换，办理专用

瓶须与企业签订协议书，保障

自己的合法权益，发现黑气点

请拨打报警电话。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案例简介
市场监管部门对某食品公

司的冷冻车间进行检查时发

现，工人正对一些临近保质期

限的冷冻食品更换包装，同时

打上一个最“新鲜”的生产日

期。经立案调查，这家食品公

司的产品主要销往附近的冷冻

批发部及乡厨，被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的货值 12240 元。食

药监部门依法对此食品公司

作出24万元罚款及没收被标

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的行政

处罚。

■部门说法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第一百二十四

条规定，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可以没

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处一定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

证。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会产

生大量的致病细菌，如食用，

很有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和急

性传染病，严重危及人体健

康。本案中，该公司篡改食品

生产日期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及身体健康权。

■相关链接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2

日，南海区普法办、南海区司

法局联合举办“安全与遵章

同在，平安与南海同行”主题

微信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

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等丰

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

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食、药品安全篇——

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公司被罚24万元

教你识别“黑气”
确保安全用气

教你识别“黑气”
确保安全用气

花开正艳，硕果满枝！12月

28日下午，记者实地走访位于狮

山镇狮中村的森威园艺花场、贵

州花果场时，向花农们了解到，当

下寒潮对花果的生长与销售影响

不大，各类年花、年桔目前长势良

好，正待售田中。

争奇斗艳
时令鲜花陆续上市

红的、白的、黄的、紫的……

在阵阵寒风中，森威园艺花场中

各色鲜花正在花田里争奇斗艳。

“花场今年种了约30亩的各

类市政用花，如万寿菊、木春菊、

洋凤仙、孔雀草、三色堇、石竹、波

斯菊等，一共10多个品种。”森威

园艺花场花农苏国威介绍，即使

遇到这一轮寒潮天气，对于花场

鲜花的生长、销售影响并不大。

现场可见，花田中时不时有

寒风吹过，荡起一阵阵鲜花波浪，

各色鲜花迎风微摆，风姿绰约，甚

是喜人。另有一部分鲜花待在保

温棚内，也是开得五颜六色，犹如

一个天然的调色盘，煞是好看。如

今元旦临近，仍有大量的鲜花待售

田中，“现在花开正盛，欢迎有需求

的单位或个人来现场看花。”

硕果累累
四大类热销年桔正待售

除了有花场，狮中村还有种

植年桔的花场——贵州花果

场。该花果场就位于狮中村委

会旁。

大的、小的，圆的、椭圆的

……无惧寒风吹拂，花场里的朱

砂桔、四季桔、金桔、金蛋四大品

种年桔一株株整齐地摆放着。其

中，朱砂桔满满当当挂在枝头，

尤招人喜爱。

贵州花果场花农何非介绍，

他在狮中村种植年桔已 10年

了，今年种植面积约14亩，大小

年桔约4000株。

“今年的年桔很漂亮，大家

买回去后，在清明节前基本都不

会掉果。”何非说，除非遇到霜

冻、大风大雨等特殊情况，一般

情况下的天气对年桔生长影响

不大。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

有需要购置年花、年桔的市民及

相关单位、厂企，可自行前往狮

中村进行采购，一来满足自身春

节用花需求，二来还能领略一番

狮山农村的乡土风情。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马一右

年花年桔无惧寒风 长势良好待售田中
广大市民群众可自行前往狮山镇狮中村购置年花、年桔

教老人认清“保健品”
挽回损失11万元

狮山市监所突击检查“老年体验店”，帮助老人守好“钱袋子”

项目 黑气 正规燃气

执照 无 有

经营场所

无固定经营场所，大多把窝点设在
树林、工地、城中村的临时建筑中，
以货车为点用三轮车分散送气或小
店内摆卖

在各地段设有规范瓶装
气供应站、门市或服务

宣传卡片 假冒正规公司名义的小卡片
燃气安全使用手册，后
附公司各营业点地址

宣传方式 四处派发小卡片，塞在住户门缝里
逢重要节日上街设点宣
传或上门安全检查时派
发

送气电话 私人电话 统一固定电话

钢瓶
多是报废瓶，外表残损生锈、标识
模糊、安全隐患大

标识清楚，钢瓶护罩上
打有公司标识

充装重量

短斤少两，如每瓶少充 1KG，用
户的用气时间缩短 1~2 天且不易察
觉，不法商家在液化石油气中添加
难以挥发物质，有的甚至加水，造
成瓶内残留物严重超标，用后瓶底
加重，导致用户实际可用气减少

按国家规定充装，其中
15 公斤钢瓶充装重量
为 13±0.5kg

价格
低价位拉客，每瓶气比正规气便宜
5~20 元

严格按照物价部门要求
制定价格

单据 伪造正规公司单据或完全不给单据
有正规电脑打印单或人
工填写的送气单两种

人员

服装穿着服装无企业名称，送气人
员没有所属经营公司身份，没有上
岗证，也未经过完善的岗前培训，
一旦发生事故跑路者屡见不鲜

佩戴工作证、穿着正规
企业工作服，所有人员
均需经过岗前培训、岗
中考核、优胜劣汰等严
格管理，在操作上更加
规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狮山

市监所整合原工商、质监、食药

监、价格监督检查、知识产权等多

个职能部门组建全新部门。站在

新的起点上，市场监管工作点多

面广，市场监管队伍既是监管服

务领域的“超级航母”，又是解民

忧、惠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服务队。

近期，为进一步维护中老年消

费者权益，规范保健品市场秩序，

狮山市监所还组织精干力量，对镇

内以老年人为主要客户，以免费试

用、体验为诱导，销售食品、药品、

保健品、理疗产品、医疗器械及各

类其他生活用品的店面、网点（统

称“老人免费体验店”）全面进行摸

底排查，重点打击无照经营、发布

违法广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

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营造公

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安全放

心的市场消费环境。

截至12月12日，狮山市监所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积极开展处理消费投诉纠纷、重点

企业“即来即办”服务项目、创新食

材配送行业管理机制、电梯物联网

项目等工作，累计有效办结各类消

费投诉工单9841宗，为群众挽回

经济损失总额近100万元。

狮山市监所提醒广大消费

者：不要贪图小便宜，部分“老年

人体验店”开设的“义诊”“讲座”

很可能藏有陷阱。其次，子女要

多与父母沟通。据调查，老年人

如果缺少情感关怀，容易通过消

费行为来寻找自身价值感，从而

给违法分子可乘之机。若发生消

费纠纷，可拨打 12345、12315 等

热线，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投诉举报。

当日，狮山市监所联合

塘中社区工作人员、社区

民警组成执法组，共出动

15人次，对该店进行了突

击检查。据介绍，前期，

该“老人体验店”经营场

所多次被群众投诉，且其

经营者不配合相关调查和

调解。

掌握有关信息后，执

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查

看了店铺的经营执照、了

解日常管理，重点检查产

品进货查验制度及食品

标签、说明书和广告宣传

是否合法合规。经检查，

执法人员依法约谈经营

者，并向当事人作出相关

处罚。

随后，狮山市监所现场

组织需要维权的消费者进

行退货退款，并向店内的

中老年消费者开展保健养

生防骗知识和食品安全法

律的宣讲。

据有关执法人员介绍，

近年，“老年人体验店”不

时在城区农贸市场周边出

现。不法商家利用一些老

年人“爱贪便宜”的心理，

通过开讲座、发赠品，并以

“免费享受专家义诊”“免

费使用保健器材”“免费旅

游”等噱头吸引老年人前

往“体验”，随后对老年人

展开“一对一”服务。待与

老人拉近距离后，商家开

始推销价格不菲的产品，

虚假宣传“药”效，导致一

些老年人偏听误信，把保

健产品当作药品用来治

疗，耽误了治病时机。

通过这次行动，狮山市

监所顺利帮助47位中老年

消费者进行了退货退款，

退款总金额达11万元。

联合执法打击违法行为
维护老年人权益

文/珠江时报记者梁凤兴通讯员刘晨肖晓钰通讯员供图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挽回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狮山市监所将剩余

退款金额提现，归还

给长者。

■狮山镇狮中村贵州花果场的朱砂桔挂满枝头。 ■狮山镇狮中村森威园艺花场里的万寿菊开得正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