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龙虾店进入
放假“倒计时

假期长达4个月

消费进入淡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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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健康爱心回馈
胃肠检查进入无痛时代

据统计，中国13亿人口，肠胃病
患者就有 1.2 亿，其中中老年人占
70%以上，消化性溃疡发病率10%，
慢性胃炎发病率30%，四川省每年新
发癌症病例超过 20万，死亡约 16
万，约占总死亡构成的1/4，其中胃
癌、大肠癌患者都呈现增长状态。

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像胃痛胃
胀、反酸烧心、吞咽困难、打嗝嗳气、
口苦口臭、消化不良、便秘便血、拉肚
子”等不适的症状表现，有的就是从
炎症发展成糜烂、溃疡，甚至引发出
血、穿孔，梗阻等，长期不治很可能发
展成恶性肿瘤，比如胃癌、肠癌，造成
不可挽回的后果。”

现在，随着医学发展，胃肠检查
已经进入无痛时代，甚至不插管，检
查方便又高效，患者在睡梦中，就能
完成对食管、胃、肠道的检查。智能
胶囊内镜，只需吃下一颗小胶囊，就
能一次性对整个消化道进行全面的
检查，非常仔细。MK胃功能四项
（早癌早筛），这些都不需要插管，没
有任何痛苦，老人、小孩、心脏病、高
血压等患者都能做。

为号召全市人民积极参与胃肠
保护工作，做到“早检查、早诊断、早
治疗”，保护和关爱自己的胃肠健
康。96111健康热线联合成都三甲
知名胃肠医院，特开展“爱心回馈 胃
肠检查全年5折”公益活动，幽门螺
杆菌、无痛胃镜、肠镜、MK四项（早
癌早筛）全年检查只需要五折，预约
申请电话028-96111。

治理“微腐败”
新都区政协发放
征求意见卡224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10月
29日，记者从成都市新都区政协获
悉，在预防、治理“微腐败”上，政协充
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调动社会各界
参与监督专项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征求和收集政协委员的意见
建议。

新都区政协相关负责人介绍，预
防、治理“微腐败”，做法主要有三
点。首先派驻区政协办纪检组采用

“以案为鉴”的方式，组织政协常委和
政协机关干部传达学习成都市专项
治理“微腐败”工作动员会精神，同时
观看党风廉政教育片，通报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和市、区纪委近
期查处“微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并向
委员们公开了区政协机关举报热线
电话、举报箱，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
参与预防腐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运用民主监督，收集腐败
问题和线索。记者了解到，区政协机
关运用政协民主监督在预防腐败体
系中的作用，征求政协委员对全区和
政协机关意见，共发出问题征求意见
卡224份。通过两次意见征求，共收
集问题意见或建议6类12条，梳理汇
总后上报区专项治理“微腐败”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此外，助力廉政文化，弘扬和传
承“家风家训家规”。挖掘政协资源，
通过编制《杨升庵年谱》、《杨升庵诗
词》、《杨升庵书论》，协助“杨升庵家
风家训文化教育基地”打造和廉政文
化的塑造。

奖励/
举报违法排气污染有奖

当你看到路上冒黑烟的疑
似尾气违规排放车辆，不用犹
豫，立马举报。成都市环保局
副 局 长 易 波 介 绍 ，根 据《办
法》，成都市和区（市）县人民
政府，对经调查核实的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违法行为的举报人将依法予
以奖励。

同时，成都市发展改革、经
济和信息化、公安、环境保护、交
通运输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
机动车所有人和机动车检验、维
修机构纳入征信系统，对在机动
车使用和排放检验、维修中弄虚
作假的，纳入失信名单。

与此同时，污染防治工作将
纳入政府的年度目标考核。成
都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也将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改善公交
车、自行车和行人的道路通行条
件，引导公众降低非公交类机动
车使用强度。采取财政补贴、财
政奖励、政府采购等措施，推动
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清洁
节能和新能源使用。

“小龙虾有固定的生长周
期，很多小龙虾餐馆为打响品
牌，一方面会强调产品味道好，
另一方面则强调食材好，不断告
诉你什么样的小龙虾才是最好
的。这就让消费者逐渐形成心
理惯式，小龙虾就该夏季吃。”成
都餐饮业界人士杨航说，小龙虾
产品属性和商家营销理念决定
了顾客消费习惯的季节性，多数
人还只是把小龙虾作为消夏美
食，因此到淡季人流急剧减少。

提前放假会对店铺有什么
影响呢？他认为，一是关店时间
太长，很可能导致顾客消费习惯
的改变；二是团队可能不稳定，
人员流失比较大。一些小龙虾
餐馆提前关门，可能是因为今年

夏天没挣到钱，但由于淡季客流
下降，就算你产品毛利再高，冬
季销售不足，继续营业比直接关
门可能亏损更大。

“虽然不少商家选择冬天卖
羊肉或汤锅、辣炒小海鲜等，结
果都是个别门店卖的还可以，而
大部分店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经
营目标。”杨航认为，一方面消费
者的认知很难被改变。另一方
面，很多龙虾馆只是将冬季产品
作为补充经营，在品牌策划、宣
传包装以及供应链等方面并未
做到与经营小龙虾一样专业。
所以拿出来跟同类型其他品牌
进行PK，并不具备任何优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熊英英 摄影报道

十月最后两天阴雨持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上

个周末，你是否又在被窝里度过？云
层加雨水再度强势回归，气温又“回
到解放前”。何时又能“重见天日”？
大家就别指望这个月了，十月剩下的
这两天将把阴雨天进行到底，11月，
天气有望转晴。

一到周末，太阳就“扯拐”。上周
四、周五，秋日暖阳上线，没有晒够的
上班族们原本期待着周末和阳光来
一场美好的约会，可云层又来“插一
脚”。“九九重阳，雨落秋凉。”上周六，
恰逢重阳节，阴云上线，夜间，小雨回
归。周日，在小雨滴答声“魔力”下，
被窝变得分外“黏人”。

一场秋雨一场寒。刚刚过去的
周末，因为太阳的缺席，盆地最高气
温仅16～18℃，成都最高气温连续
两天都只有17℃。这波冷空气，威
力还是不小。但比北方多地创今年
新低的气温来说，四川盆地还算比较
幸运的。

阴雨笼罩的日子，总是特别盼望
晴天，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十月，
成都将以目前这种天气收尾。据成
都市气象台预计，一直到10月31日
晚，成都都是阴天+小雨的模式，气温
13～16℃，全天气温起伏不大。不
过，进入11月，天气也会有所转变，

11月1日白天，天气转好，多云
天为主，阳光可盼，成都最高气温将
上浮到20℃。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
的预计，11月1日到3日，盆地各市
以多云为主，4日、5日，又将转阴，分
散性小雨或阵雨又将回归。

国庆大假已经过去了，当你还在眼巴巴盼着元旦或者春节假期时，别人家的小龙虾却已
进入放假倒计时，也就是10月31日开始正式放假4个月，一直到明年3月份。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发现，随着小龙虾消费进入淡季，成都的不少小龙虾
店将歇业放假纳入计划，而位于春熙路商圈的一家小龙虾连锁店从10月13号开始就宣布歇
业倒计时。这家店总经理肖春的朋友圈，每天还会进行歇业放假“倒计时播报”。

因近年来店面租金节节攀升，生意圈有“给房东打工”的说法，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春熙
商圈。一年仅开业8个月就能养活全年？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小龙虾行业的普遍做法？记者就
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环保局解读成都严治机动车尾气新规

伪造排放检验结果 最高罚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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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肖春做法比较“个
性”，但是提前放假在行业内并
非个例。记者走访发现，由于
今年夏季小龙虾价格持续上
涨，淡季提前到来使客流量锐
减，不少商家都有提前放假的
打算。

“今年小龙虾价格涨得凶，
淡季也比往年来得早。”在青
石桥海鲜市场卖了四年小龙
虾的黄先生说，往年6、7月是
小龙虾出产旺季，价格相对便
宜，大概每斤20元左右。今年
则是4、5月最便宜，6月 20号
之后小龙虾价格开始上涨，7
月份最贵，每斤要卖到 40-50
元。随着淡季来临，小龙虾
肉质下滑，顾客流失量也明显
上升。

同样位于市中心的一家小
龙虾餐馆透露，周围逛街的年轻
人，尤其是情侣比较多，“夏天基
本每天都是满座，现在来吃小龙
虾的客人大概减少了70%。”

“只要门店还在营业，小龙
虾一直都会卖，一般到9月会
增加大闸蟹、麻辣海鲜等菜
品。部分门店冬季改做羊肉等
时令性菜品，已经有两三年
了。”另一连锁品牌龙虾馆负责
人袁烨说，他们会根据季节调
整菜单，但是在淡季歇业放假
是节约成本的最好选择，该店
今年放假也会从元旦一直持续
到明年3月中旬。

袁烨也算了一笔账，在市中
心中等偏上的地段开一家约
300平米的小龙虾馆，店面租金
至少每月200元/平米，加上人
工、水电等费用，每月固定成本
超过15万元，其中成本最高是
人工。“提前放假只损失2个月
房租，秋冬菜品如果处理不好的
话，确实还不如直接放假更节省
成本。”

小龙虾馆放假4个月
/调查/

“提个醒，还有十几天就
要进入休假期了，想要吃虾的
朋友赶紧来整一盘，不然就只
能等明年了。”从10月13号开
始，在成都繁华商圈开小龙虾
店的肖春在朋友圈发布了这
样一则消息。

据记者采访了解，肖春的
小龙虾店面积300平米左右，
销售旺季一天能够待客300多
桌。不过由于小龙虾季节性
非常强，现在基本上处于“尾
声”。肖春说，“夏天生意好的
时候，营业时间直到凌晨 2
点。现在每天只有几十桌，到
晚上12点店就关门了。”客流
量明显下降，小龙虾价格却居
高不下，并且进入淡季后小龙
虾品质下滑，无形中也给顾客
带来不好的消费体验。

因此，他决定从10月底开
始放假，到明年3月再营业。
这意味着，他的店一年只营业
8个月，放假时间长达4个月。

从整个行业来看，由于小
龙虾季节性明显，不少龙虾馆
都会选择夏天卖龙虾，冬天经

营其他产品来维持店铺的全
年经营。过去几年冬天，肖春
也曾经尝试过卖羊肉汤、鱼火
锅以及卤煮甲鱼等菜品，但都
没有一个产品能像小龙虾一
样足以支撑起整个店铺的经
营。

开餐馆成本最高的两项
分别是房租和人工费用。肖
春透露，他的龙虾馆在商业广
场二楼最里面，位置比较隐
蔽，租金价格相对较低，但旺
季每月人工成本也超过10万
元。而附近临街铺面每月租
金在 200-300 元/平米，如果
保留整个队伍，改卖其他产品
但销量又上不去，经营成本更
高。因此相比往年一直经营
到12月底，放假时间足足提前
了两个月。

放假4个月员工怎么办？
肖春说，今年夏天店里生意不
错，就算是提前放假了，算起
来全年也还是在盈利状态。
而明年还愿意回来工作的老
员工，公司也将给予每个人
3000元的奖励。

/算账/
人工成本比房租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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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放假是最好选择
/业内/

厨师正在处理小龙虾。

成都一小龙虾餐馆。

某小龙虾餐馆总经理
肖春宣布放假“倒计时”。

机 动 车 及 非 道 路 移 动
机械排 气 污 染 如 何 防 治 ？
成都即将实施最严 办 法 。
有 罚 有 禁 也 有 鼓 励 倡
导 。 机 动 车 排 放 检 验 机
构伪造排放检验结果、出
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
最 高 罚 50 万 元 。 进 口 机
动 车 、发 动 机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等 排 放 不 达 标 ，将
禁 止 在 成 都 销 售 。 同 时 ，
倡导市民停车三分钟以上，
熄灭发动机。

10 月 27 日，成都市环保
局组织专题解读《成都市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气污染防治办法》，成都市
环保局副局长易波、成都市
法制办副主任王万俊、西华
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教授
曾东建解读了将于 1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办法》细则。

重罚/
伪造检验结果最高罚50万

西华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教授
曾东建介绍了此前在突击整改中，
查到的造假行为。“有的车辆尾气排
放无法达标，街边的维修店会出租
三元催化器，待车辆合格后，再拆
下来。”曾东建透露，为了打击造假
行为，不仅在罚款金额上有了提
高，政府也在探索三元催化器备案
等措施。

对于违反《办法》规定的处罚，也
很严格。如果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伪造排放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排放检
验报告的，将暂停网络连接和检验报
告打印功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撤
销其资质认定证书。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拒绝监督检查的，则处10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机动车所有人以临时更换
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
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或者更
改、闲置、破坏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的，
对机动车所有人处5000元的罚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武明

限制/
进口车排放不合格不许销售

进口车不是说买就能买，如果
排放标准不达标，不能在成都销
售。根据《办法》，出入境检验检疫
部门应当查验进口机动车、发动
机、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的排放标
准，不符合本市排放标准的不得进
入本市销售。

易波解读，此举是要从销售
前端控制尾气污染。同时，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纳入对车辆营运、维
修的监督管理内容，与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
维修治理、环保检测数据联网共
享机制。

成都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
向社会公布本市具有机动车排气
污染维修治理能力且实现联网监
管的维修机构名录，方便机动车所
有人或驾驶人进行选择。

此外，成都市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机
动车限行区域和限行时段；对不
同排放阶段的高污染排放车辆采
取限制区域、限制时间行驶的交
通限制措施。

倡导/
停车三分钟以上熄灭发动机

你知道么？当你遇上需要长
时间停车等待时，如果熄灭发动
机，可以减少怠速时间过长引起
的节气门、进气门积碳，更重要的
是，也能减少尾气排放。在最新
的《办法》中，成都市倡导环保驾
驶，同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设置交通配时信号时，对放行信
号超过三分钟以上的路口应设立
提示标牌。

10月27日，在成都市政府第
四办公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注意到，停车区域已经设置
了提示牌，上有“停车熄火，共治
雾霾，禁止怠速等待”的字样。“根
据实验数据显示，汽车停车未熄
火即处于怠速状态时，会因燃油
燃烧不充分，产生并排放比正常
行驶时更多的污染物。如果能做
到车辆停靠后立即熄火，将会有
效改善空气质量。”易波解读，停
车超过3分钟时熄火，是国际上的
通用做法。成都市将在不影响道
路通行且需停车三分钟以上的情
况下，倡导机动车驾驶人熄灭发
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