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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法治

我市突击检查热门商圈“网红”餐饮店食品安全问题

背负命案逃亡 21 年靠打零工度日

个别商家员工个人
卫生管理有待规范

一男子近日终被我市警方抓获

11 月 24 日上午，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在第 17 期“查餐厅”
行动中，突击检查优特汇购物中心内的多家“网红”餐饮经营商
户。喜茶、奈雪の茶、COMEBUY 甘杯、伏见桃山（伏小桃）、
蛙小侠等知名品牌门店悉数在列。在检查中发现，个别商家在
员工个人卫生管理上仍有漏洞，存在食品卫生安全风险。
□本报记者 陈颖

在线直播突击检查活动
在此次检查开始前，香
洲区市场监管局已经通过互
联网，征集网友们最关心的
餐厅名单。突击检查全程通
过珠海市市场监管局的新媒
体平台在线直播，网友以弹
幕形式留言互动。
热门商圈食品安全深受
市民关注，也是一线执法部
门日常检查的重点区域。昨
日，执法人员首先来到位于
优特汇的喜茶门店，仔细检
查了店面证照、原料进货渠
道、消毒、防蚊蝇防鼠措施、
垃圾分类等情况。执法人员
评价该店食品卫生情况整体
较好，但也建议该店负责人
将拆封后的半成品放入密封
盒中储存，避免因密封夹遗
落而导致食品被二次污染。
在伏小桃门店，执法人

员现场发现饮品半成品配料
保质期标签粘贴不规范，导
致配料难以和标签一一对
应，存在半成品超过保质期
仍会被误用的风险。在该门
店后厨，执法人员还发现地
面排水口设置不规范，蟑螂、
老鼠可能会从未加网罩的排
水口爬入。该门店虽然在大
部分被检查的项目中做得比
较好，
但针对存在问题，
执法
人员还是在现场开具监督意
见书，并要求门店将本次检
查的结果向消费者公示，在
公众监督下做好整改。
在奈雪の茶门店，与此
前检查的商户不同，执法人
员发现该门店将拆封后的半
成品装在密封盒中，而且原
料还用脚踏式容器进行储
存 ，减 少 了 交 叉 污 染 的 可

能。执法人员认为此举值得
广大商户借鉴。同时，该门
店的“互联网+明厨亮灶”措
施执行得也比较到位，门店
有比较健全的消毒记录。这
些都被执法人员点赞。执法
人员也对门店报损台账管
理、半成品标签等方面的细
节提出进一步优化的可操作
性建议。
在 COMEBUY 甘 杯 门
店，执法人员发现有店员没
有戴手套就进行饮品加工，
这样一旦手部有伤口就会污
染食品。同时，执法人员还
发现员工在进行食品加工时
没有穿专用围裙，从业者的
个人卫生管理存在漏洞。另
外，执法人员还提醒门店进
货和报损台账管理仍需进一
步完善。

根据网友留言发现问题
接着，执法人员根据直
播中网友的互动留言，来到
购物中心内的蛙小侠门店进
行突击检查。结果发现，店
内员工的健康证没有全部进
行公示，信息公示管理不规
范；餐具清洗后也没有及时

密闭储存，而是散放在低处
敞开的篮子中，消毒清洁工
序不完善，存在二次污染可
能；员工参与餐饮加工也没
有穿围裙；
厨房有积水，
未及
时抽干。执法人员要求该门
店立即就存在问题进行整

改，并表示次日将对整改情
况继续进行检查。
最后，执法人员还来到
西贝门店，提醒明厨亮灶的
摄像头应及时维护修缮，让
公众对其食品加工过程进行
监督。

唐家湾镇司法所开展防诈宣教活动

用案例破解诈骗常用手段
本 报 讯（记 者 刘 雅 玲）
11 月 24 日上午，高新区唐
家湾镇司法所联合珠海市向
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邀请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反诈中心
民警，在金鼎文化中心开展
“反诈知多 D，宣传同行到社
区”
为主题的反诈宣教讲座，
共计 30 余人参加。
在讲座过程中，反诈中
心民警首先向在场人员介绍
了近期发生的新型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的方式及常用手
段，然后结合当前频发的电
信、网络诈骗情况，重点以网
络刷单类诈骗、流氓软件诈

骗、购物售后诈骗、快递消毒
补偿诈骗、网络游戏账号交
易诈骗、电话诈骗等案例为
大家进行生动的讲解。随
后，警官提醒在场人员要保
持清醒头脑，
做到不轻信、不
慌乱、不扫码、不转账，坚决
不向他人泄露自己的银行卡
密码、验证码等信息，
时刻提
高自己的信息安全意识，增
强防范诈骗能力，切实保护
好自身财产安全。
讲座结束后，相关工作
人员以及社工深入社区、商
铺，
针对
“杀猪盘”
、贷款等诈
骗手段对辖区居民进行现场

答疑解惑与反诈骗宣传。本
次宣传活动主要通过发放防
诈骗宣传单、现场解析犯罪
分子常用的伎俩和手段等方
式进行。同时，工作人员还
向群众讲解了“国家反诈中
心”APP 的使用功能，号召
大家广泛发动身边亲朋好友
下载注册，共同筑起
“全民反
诈”
的铜墙铁壁。
此次反诈教育与宣传活
动针对性强，切实提高了辖
区群众与在册社区矫正对象
识骗防骗的意识，为保护辖
区居民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
作用。

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21
年前卷入一起命案后潜逃，21
年间隐匿身份四处逃窜靠打零
工惶恐度日……记者 24 日从市
公安局了解到，珠海公安近日抓
获一名背负命案逃亡 21 年的男
子王某某。目前，
该男子已经被
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刑事拘留。
2000 年 8 月，珠海某公司
的员工宿舍内发生一起命案，
一
男子被抢劫后遭杀害，
行凶者逃
离了现场。珠海公安在案发后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展开侦查。
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4 名主
要犯罪嫌疑人被警方陆续抓
获。其中，两人被判死刑，一人
被判无期徒刑，一人被判死缓。
而本案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
某某因各种原因一直负案在逃。
在王某某潜逃后，
珠海公安
从未停止对其的追捕工作，并在
各类追逃和专项行动中，
将其列
为重点对象。其间，珠海公安凭
借王某某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

照片持续对他进行搜捕，不放弃
任何一条可能的相关线索，
辗转
4 省 6 市寻找过王某某的蛛丝马
迹，
但一直未能将他抓获。
今年，
对王某某的追捕工作
迎来了转机。在智慧新警务的
助力下，
办案民警大致掌握了王
某某的动向，
并多次派出警力前
往王某某的老家进行调查走
访。本月 12 日，民警终于成功
将王某某抓获。
经核实，这 21 年间，王某某
从不敢使用通讯工具、不敢接触
网络，
隐匿身份四处逃窜靠打零
工为生，
整天生活在惶恐不安之
中。一年前，
已年过半百的王某
某回到了老家生活。但他也不
敢回家住，
依然是东躲西藏。王
某某深知，作为逃犯迟早要被
抓，
但仍然幻想着能躲一天是一
天。
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已
被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

一场车祸差点毁掉两个家庭
暖心交警助力化解双方矛盾

车祸事故现场
十分惨烈。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本报讯（记者张景璐）近日，
珠海市民陈某给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拱北大队送上一面锦旗，
感
谢交警在他最绝望时的耐心协
调和热情相助，并重新给予他信
心和力量。
事情要从 2020 年 12 月 22
日说起。当晚 11 时，陈某驾驶
一辆小车在九洲大道交迎宾南
路的地下通道内不慎碰撞了一
名道路施工人员。肇事后陈某
赶紧拨打了 110 和 120。由于
伤者伤势过重，送医院抢救无效
当晚去世。
事故发生后，
死者家庭陷入
痛苦的深渊，
肇事司机陈某的生
活也步入绝境。这时，
交警的出
现让事情有了新的转机。
拱北交警大队沈警官将陈
某带回大队开展调查。在讯问
室里陈某面如死灰，不知所措。
沈警官做完笔录，
建议他先联系
死者家属，向家属道歉取得谅
解。然而，死者的儿子陷入失去
父亲的悲痛中，陈某打电话几次
沟通，
都被对方拒绝。
当晚，
沈警官和死者的儿子
在电话中聊了很久。家属提出
两个要求，一是肇事司机必须得
到严厉惩处，
二是需要获得合理
的民事赔偿。
另一边，
陈某的妻子也来找

到交警，
言语中满是绝望。陈某
和妻子是同学，
两人一起来到珠
海打拼，
买了一套房、一辆车，
还
养育着两个孩子。陈某的妻子
告诉交警，这次肇事，丈夫不但
要负刑事责任，
而且还面临高额
赔偿，
让这个原本温馨的家庭立
即陷入绝境。
经过交警的协调，双方终于
在电话里进行了第一次沟通。
死者家属提出了高额的赔偿金，
以陈某现有的状况根本无法承
担。随后，
沈警官又和死者家属
进行沟通并坦诚地说：
“ 高额民
事赔偿以陈某的家庭条件拿不
出来，
即使将来到了民事诉讼环
节，
法律也不支持。
”
在交警的调解下，对方同意
适当降低赔偿金额。为此，
陈某
卖了车，
又通过亲朋好友的帮助
凑齐了赔偿金。双方在深圳见
面，达成了赔偿协议，陈某最终
取得了死者家属的谅解。
交警部门认定，因陈某超
速、开车分神发生致人死亡的交
通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涉嫌
交通肇事罪。检察院认定，
鉴于
陈某在此次事故中并无太大的
主观恶意，也无严重违法行为，
发生事故后认错态度较好，
赔偿
到位，且取得了家属的谅解，免
予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