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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突击巡查 整治经营乱象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6 月
10 日晚 7 点，源汇区城管综合执
法大队组成三个突击组，在辖区
内针对重点区域进行执法巡查。
针对入夏后游商占道、出店经
营、油烟污染情况出现抬头趋势
进行集中治理，为广大市民创造
干净有序的生活环境，助力“创
文”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城管队员分别在建新路市场
口、大学路、汉江路、柳江市
场、螺湾小镇等地，清理游商

10 余处，暂扣车辆 3 辆。其中两
辆车为果农车，经过批评教育后
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写下保证书；
另一辆为大学门口流动食品车，
将按照相关条例对其进行 200—
1000 元的罚款。
随后城管队员在泰山路、文
化路、银江路等路段对出店经营
现象进行清理，共清理出店占道
商户 10 余户。“下一步我们将把
这些出店商户列入重点监控对
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立即处

理。”源汇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
大队长于少恒说。
巡查期间，突击组在乐山路
发现一辆非法广告宣传车，该宣
传车未经审批进行宣传活动，执
法队员将调查核实后对该车所属
公司依法进行处罚。
另一突击组在螺湾路、泰山
路、文化路等路段抽检餐饮店
14 家，其中 13 家合格，文化路
南段 1 家餐饮店油烟超标，已当
场进行封停并责令整改。

社居委设在小区内 群众办事不方便

锦辉花园小区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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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我去社居委办个事，这小
区物业拦着不让进，还说社居委
搬走了。”6 月 11 日上午，记者
接到市民反映称，他去位于市区
五一路锦辉花园小区内的建设路
社居委办事，却被小区门口的保
安拦着不让进。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锦辉花
园小区，看到小区大门口竖有一

牌子，上面写着“全封闭小区
外来人员与车辆禁止入内”。记
者告诉门口保安要去小区内的社
居委办事，保安表示，这是封闭
式小区，外人不让进，随后又称
“这一回算了，你过去给社居委
说说，下次不让进了。
”
接着，记者来到小区内，看
到建设路社居委的工作人员仍在
正常工作，社居委也没有搬走。
记者 把 该 情 况 告 知 社 居 委

工作人员。“不少来我们这里办
事的群众给我们反映过这个问
题了。”社居委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2006 年，社居委已经开始
在小区办公。目前，小区物业
实行全封闭管理后，不少来此
办事的群众受到一定影响，“我
们也正在和物业积极协商，看
有没有既不影响小区全封闭管
理，又不影响群众来社居委办
事的方法。”
最后，记者联系上小区物业
相关工作人员。
“为了提高服务质
量，我们在小区业主的要求下，实
行了全封闭管理。”该工作人员
说，群众反映的物业拦着不让去
社居委办事这一情况，可能是在
保安与群众的沟通中出现了问
题，
导致群众理解出现偏差。
“目前，由于小区实行封闭
式管理，去社居委办事的群众可
通过与社居委工作人员打电话确
认，或由社居委工作人员带领才
可入内。”该工作人员说，接下
来，他们会继续就此事与社居委
沟通。

鸡蛋价格下降 部分菜价上扬
□本报记者 潘丽亚
近段时间，鸡蛋价格在经过
一波快速上涨后明显回落。6 月
11 日上午，记者在市区辽河路
部分生活超市、农贸市场上了解
到，目前鸡蛋价格已降至每斤
4.1 元。但部分蔬菜价格在经过
大幅下降后，受前一段时间大风
冰雹天气的影响，有所上扬。

“4 月底，鸡蛋价格为一斤
4.3 元左右，5 月初涨了 1 毛。到
5 月中旬，鸡蛋价格达到每斤 4.8
元左右，也是两个多月来最贵的
时候。”辽河路一家超市的售货
员告诉记者。
记者从漯河地调队获悉，从
4 月底到 6 月上旬，鸡蛋价格上
涨幅度最高时达到 8%，从 5 月下
旬开始，鸡蛋价格不断下降，目
前已降至每斤 4.1 元，比 4 月底下
降了 3.5%，比高位时价格下降了
11%。
许慎农贸市场一位卖鸡蛋的
商户表示，前段时间鸡蛋价格上
涨，主要是临近端午，鸡蛋集中
消费量大。近期，鸡蛋的大批量
消耗减少，鸡蛋消费回归正常，
鸡蛋价格开始回落。

记者了解到，与鸡蛋价格相
反的是，蔬菜价格在经过大幅下
跌后，最近几天又开始小幅上
扬，但预计不会持续太久。主要
是由于 6 月 3 日那场冰雹，使得
部分蔬菜生长受到影响，蔬菜价
格才会出现小幅度上涨。比如，
大葱的价格在 5 月下旬是每斤 2
元，如今每斤 2.5 元；黄瓜价格
也略有上涨，目前市场售价在每
斤 1.5 元左右，而 5 月底的价格
是每斤 1.2 元左右。
“随着天气持续升温，蔬菜
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市区辽河
路与崂山路口一家生活超市的蔬
菜采购员告诉记者，目前本地各
种蔬菜大量上市，种类多，质量
也好，价格也比 5 月上旬下降了
不少。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青少年优秀作品公布

我市高二学生胡冰冰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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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图 见习记
者 党梦琦）“真没想到我的
作品能入围，好激动。”近
日，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星
云奖青少年优秀作品奖公布
的入围名单中，来自我市的
高二学生胡冰冰的作品 《让
我凝望你的眼》 成功入围。
6 月 11 日，记者在学校见到
了胡冰冰，谈起此次入围的
感受，这个 17 岁的小姑娘
直呼“不敢相信。
”
2018 年 7 月，胡冰冰得
知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
大赛征稿时，写了一篇文章
投寄了出去。经过初赛、复
赛后，胡冰冰接到了要去北
京参加决赛的通知。
记者了解到，《让我凝
望你的眼》 主要内容是未来
科技特别发达的时候，人们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很多事，
主人公就减少了外出和沟
通，慢慢地和亲人、朋友之
间的感情越来越淡。一个偶
然的机会，主人公看到之前
的世界，感觉自己在拥有科
技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决

定去寻找亲人和朋友。
谈及创作这篇文章的初
衷，胡冰冰表示，这其实是
根据现实生活有感而发。
“生
活中就有许多‘低头族’，决
赛时就发散思维，写了这样
一篇文章。
”胡冰冰说。
最终，《让我凝望你的
眼》 荣获全国中学生科普科
幻作文大赛一等奖，随后被
推送到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组委会。来自全国各地申报
的 172 幅参赛作品中，经专
家审核，优中选优，有 31 幅
入围，
包括胡冰冰的作品。
谈及写作，胡冰冰坦
言：“没有什么诀窍，我个
人平时比较喜欢读书，而且
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
“通过这次参赛，了解到
了更多科技方面的知识，开
阔了眼界，还和全国各地的
学 生 进 行 了 交 流 ，收 获 很
大。最后能不能获奖，以平
常心对待就好。
”
胡冰冰说。

■相关链接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成
立于 2010 年，由世界华人
科幻协会组织专家评选并颁
发，旨在全球范围内发掘、
评选和奖励优秀的华语科幻
作家、作品、出版机构等，
凸显华语科幻文化发展成
果，推动华语科幻文化产业
振兴。而组委会特别设立的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青少年
优秀作品奖更是为了鼓励有
科幻梦，有想象力，有创作
力的青少年积极参与到中国
科幻文学之中。

图片新闻

6 月 10 日，郾城区龙塔街道井冈山路社区党支部
联合漯河公益志愿者团队，一起进行了“永远跟党
走”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