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鸡脚6根签签？

一串一签
来规范

今后，成都吃串串“签签”一抓一大把的“豪迈”气势可能不再。
日前，《成都串串香餐饮单位经营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出台，成

都多家串串店推行“一串一签”、明码标价，不少网友点赞，称今后吃串串不
再是吃“签签”了，也有网友开始担心，串串会不会趁机涨价？

1月11日，记者走访成都多家串串香店，发现不少依旧“一串多签”，但
多数做到了“明码标价”。“一串一签”的全面推行，还有待时日。

成都出台串串香规范，让吃串串不再是吃“签签”
记者走访调查，“一串一签”全面推行还有待时日

新规新规/

治“一串多签”
出台规定“一串一签”

2017年10月，成都春熙路一串
串店，两女生吃出640根签，此消息
一爆出，成都串串店普遍“一串多
签”的现象引发广泛关注。“这对于
成都串串行业来说，无疑造成了负
面效应，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也是一
个发展转型的契机。”成都餐饮同业
公会秘书长袁小然说。

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成都市
商务委、发改委、工商局、食药监
局等相关部门和成都餐饮同业公
会、成都市消协迅速开展一系列
行动，连续多日对串串香经营单
位进行明察暗访，约谈商家、召开
企业座谈。

“成都市面上的串串香店如雨
后春笋，数量已初具规模，然而，在
体验美味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反映
价格偏高的问题。”成都市消协秘书
长庄卫兵说，调查显示，消费者普遍
反映串串香看起来便宜，吃下来甚
至比火锅贵，“这背后，正是亟待改
变的‘一串多签’现象。”

2017年12月8日，经过多次座
谈，成都餐饮同业公会、成都市消费
者协会依据相关办法，共同拟定了
《规范》，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征集意
见。12月中旬，《规范》正式出台，
并在串串香企业中开始宣传、试点、
推广。

走走访访/

串串店贴告示
告知顾客“一串一签”

在温江一串串香店，一张红底
白字的告示十分醒目，告示上，是64
字的行为规范，其中“一串一签”尤
其引人关注。

该店工作人员称，这64字的行
为规范是去年年底贴出来的。而在
菜品区，记者也看到了变化：所有菜
品，无论荤素，都只穿了一根签子，但
签子的粗细不一样。一旁的价目表
示写明：大签5毛/串、小签1元/串。

图“算账方便”
不少门店仍一串多签

据了解，温江是成都率先推行
“一串一签”区域。而在成都中心城
区，情况又是如何？

1月11日，记者来到猛追湾一家
串串店，这里，大部分菜品，不分荤
素，都只有一根签，只有牛肉等菜品，
穿了两根签。在存放菜品的冰柜门
上，写有“荤素每签六毛”的字样。“我
们一直都是这样的，现在暂时没有听
说要‘一串一签’。”一位工作人员说。

在福兴街的一家“签王之王”串
串店和春熙路附近的一家“钢管厂
小郡肝串串”都存在一串多签的情
况。大部分素菜是一串一签，而大
部分荤菜则是一串两签，也存在一
串三签、四签的情况。多个串串店
的工作人员称，用签数来区分价格，

“算账方便”。

鸡脚6根签
尚不知“一串一签”新规

去年10月，“两个女生吃串串吃
了640根签”的报道引发热议。这家

“签签比菜多”的串串香店叫“魏记
麻辣烫”，位于暑袜南街。随后，锦
江区市场监管局对这家店进行了调
查，还对附近两家存在类似情况的
串串香店进行了约谈，责令整改。

那么，在《规范》出台后，这条街
上的串串店，如今是否由“一串多
签”变为“一串一签”了呢？

1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春熙路
附近的暑袜南街，“魏记麻辣烫”店招
已更名为“蜀味串串”。记者在店内
看到，门前的两个簸箕内装满了菜
品，荤素各一筐。簸箕上方的墙上，
贴着一张温馨提示：每签5角，并标注
了各种菜品的签数和价格。标注的
内容中，签数最多的是鸡脚，共6根。

“如果只用一根签签穿不住，我
用两根签，给顾客说是一块钱，是一
样的嘛。”一名女性店员说，自己平时
很少看新闻，也没人来告诉自己目前
有“一串一签”的新规定。她说，等老
板回来，会转告他这条新规。

说说法法/

《规范》只是引导
倡导让顾客明白消费

从《规范》出台，到真正实现“一
串一签”，还有多长一段路？

袁小然称，目前，“一串一签”正
在试点阶段。“当前的《规范》主要是
起引导作用，不具强制性，主要是希
望成都的串串店能够自觉转型，严
格推进明码标价，谋求长远发展。”

“一串一签”后串串香店是否会
趁势涨价？记者注意到，“多签”到

“一签”后，有的店用大签、小签、铁
签来区别菜品价格，有的是将竹签
一端用不同颜色来标识。“都要做到
明示价格，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明白
消费。”袁小然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
冰清 戴竺芯摄影报道

这个新规范，吃货你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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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一串串香店的告示注明
“一串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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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寻缺牙市民年终聚会
有多颗种植牙免费送

年末将至，由社会爱心单位组织的一
场专门针对缺牙市民的聚会明日即将举
行：一起分享你的年夜饭，了解如何更经
济、更省钱的修复缺牙。“新年口福计划”还
为市民免费做种植牙，送新年福袋、免费CT
检查牙齿。市民可拨热线028-96111报
名。

明日缺牙人聚会：送免费种植牙
1月 13日聚会日，单颗/多颗缺牙、半

口/全口缺牙、假牙不适的市民，可拨
028-96111报名，享以下福利：

1、免费送多颗种植牙，补贴日共10个
名额；

2、种植牙省一半的钱做。包干半价，含
进口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

3、种植牙就医补贴3000元起，需提前
报名申请；

4、手术直播：现场看口腔医生做种植
牙的全过程；

5、现场送种牙金、新年福袋，种牙送电
饭煲、足浴器、按摩仪、豆芽机等好礼！

当天种牙当天用，种4颗恢复全口牙
对于缺牙市民来说，过年既盼着与家人

欢聚一堂，又很懊恼不能共享年夜饭，一口好
牙成了市民的迫切需求。如牙骨条件允许，
可采用“即刻用”种植牙：当天种牙当天戴牙
牙吃饭。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择种植
2/4颗恢复半口/全口的修复方法，经济实用。

隐形矫正0元试戴火热招募
有龅牙、牙不齐、牙稀疏、牙拥挤等牙

畸形者，可打电话96111申请隐形矫正0元
免费试戴，再免费送千元相关项目，含CT
片检查、保持器、电动牙刷等。

彭州信访量越级信访量
2017年“双下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 见习记者 牛
建平）记者从彭州市纪委获悉，2017年，彭
州市纪委全年共受理各类信访举报276件，
同比去年540件下降48.9%；上级转交越级
重复信访举报件89件，同比去年174件下
降49.0%，实现信访举报总量和越级重复信
访量“双下降”，这也是十八大以来彭州纪
委信访举报首次下降，为近五年最低。

经验一，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由市委
和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贴近群众收集“微
腐败”问题。充分发挥传统信访举报渠道
作用，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形成“网、微、
电、箱”四位一体全方位接收群众信访举报
的网络。在全市开展基层信访举报办理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在有条件的镇（街道）、
部门设立专门的信访举报接待室，面对面
受理群众举报。

经验二，规范信访办理流程。根据信
访举报方式和来源筛选过滤，突出越级上
访、重复举报、实名举报的情况，建立专门
台账，分类处置。对收到的信访举报件，进
行集体分析研判，确定承办单位，严格按线
索处置四类方式提出处置要求。从线索研
判、领导审批、系统录入、流转办理进行制
度规范，形成“流水作业”线，提升线索处置
效率，确保每一条线索从接收到发起办理
在1-3个工作日内完成。

经验三，提升信访处置质量。建立领
导班子、领导干部、直接责任人“三环相扣”
的问责体系，结合部门分工，划定履职问
责、作风问责、工作问责“三模块”责任田。
建立预审机制，对转交办的信访举报件反
映的问题和办理情况，均由市纪委纪检监
察室对核查材料进行预先审查，从查办案
件的专业角度提出整改意见，并由承办单
位补充审查信访举报件办理方式和程序是
否符合工作要求。

2018年1月3日，成都地铁1号线华西坝地铁站安检口。一名女子的随身行李中，被检查出竟然携带了手枪
和子弹！旁边其他乘客也发现了这一突发状况，有乘客开始吓得疾步后退。就在这时，机智沉稳的安检员大喊一
声：“这是演习！”

最终，嫌疑人被及时赶到的公安机关挡获，地铁站秩序也未受到冲击。
1月11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7号线琉璃场站召开地铁安检工作现场表彰

会，对近期安检立功人员表彰和奖励，其中3日这起当事安检员因为处置恰当得力，被重奖5000元。

够机智
检出手枪，安检人员大喊“演习”

1月3日，华西坝地铁站在正常安
检。安检员小朱突然发现正在过安检的
一位女士行李有异常。“当时一看，就初
步判断这是一把枪！”

今年18岁的小朱回忆当时的场景
说，他立即通知其他安检人员，暂停整个
安检工作，让行李和人分离。事发时，旁
边还有很多的乘客，乘客也发现了这一
异常情况，“现场乘客已经出现慌乱，有
人开始往旁边跑，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
样的突发状况。”小朱这时表现得极为沉
稳和机智，他大喊一声：“这是演习，大家
不要慌！”

这个时候，携带枪支的那名女子想
离开车站，小朱和同事把她拦住。小朱
说，他们组里的首检员特别勇敢，把手枪
从行李里拿出来，并拽住这名女子不放，

很快轨道警察跑到现场，大家一起协助
将女子拿下。

轨道公交公安分局案侦民警告诉
记者，经查，犯罪嫌疑人唐某携带一个装
有手枪1支、子弹5发的手提包进到地
铁1号线华西坝站，被安检人员检出。
手枪是用布裹着的，子弹装在一个小药
瓶子里。目前，唐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
支，已被轨道公交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受表彰
保出行安全，安检员被重奖5000元

采访中，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了解
到，近期成都轨道交通安检负责企业在
公安机关的指导下，连续查获多起非法
携带违禁物品。

2017年12月31日，蹇某携带一个
装有约100毫升汽油的矿泉水瓶进到地
铁7号线琉璃场站，被安检人员检出。

轨道公交分局依法对蹇某作出了行政拘
留5日的处罚。2018年1月5日，王某
携带子弹11发进入地铁1号线高新站，
被安检人员检出。轨道公交分局依法对
王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1月
6日，乘客陶某（女）携带一个装有约100
毫升汽油的矿泉水瓶进到地铁1号线省
体育馆站，被安检人员检出，目前该案还
在进一步调查中。

1月11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和成
都轨道交通公司对4起案例中的安检有
功人员共计12人予以表彰。成都市公
安局分别给予奖励人民币1000元至
5000元不等。特别是1月3日检出枪弹
的安检值机员小朱，被重奖人民币5000
元。另外，轨道交通集团公司也分别对
各起检出违禁物品的有功人员共计16
人，奖励500元至800元不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
春 摄影报道

成都地铁安检挡获真枪！
安检员大喊“演习”安抚逃散乘客

这次抖机灵，我给100分

地铁安检人员从一名女子的随
身行李中查获手枪和子弹。

安检员小朱因检出手枪且处
置得力被重奖5000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戴竺芯 实习生 邱
静静）1月11日，由成都市交委、成都市出租
车协会主办的“文明出租车、美丽新成都”优
秀出租汽车驾驶员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同时发布《成都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
公约》，建立起“黑名单”制度，今后，凡有严
重违规行为，被行业管理部门或所属企业
查处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其相关信息将被
录入行业信息管理系统，在一定期限内或
终身被行业禁入。

《公约》将驾驶员违规行为分为A、B、C、
D四类，禁入年限分别为终身、五年、三年、一
年。《公约》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凡有以下不良行为之一的驾驶员，所
属企业应与当事驾驶员解除合同并书面抄
告协会，由协会录入A类不良行为记录，会
员单位承诺永不录用：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带头聚集或
私自串联闹事，参与影响社会公共秩序、损
害社会公众利益和行业稳定等停运事件
的；（二）在营运中进行违法活动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三）营运期间有酒驾、毒驾
行为的；（四）发生较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
责任的交通事故的；（五）组织外地客运出租
汽车或者仿冒客运出租汽车及为仿冒出租汽
车行为提供便利的；（六）伪造、变造、转借营
运证件或者使用他人营运证件的；（七）私
自篡改车内设施、设备线路安装作弊工具，
虚增营运里程和运费的。

凡有以下不良行为之一的驾驶员，所
属企业应与当事驾驶员解除合同并书面抄
告协会，由协会录入B类不良行为记录，会
员单位承诺五年内不录用：

（一）殴打乘客或执法人员的；（二）有
使用假钞、运送违禁物品以及其他违法活
动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三）将车辆、营
运证件交由非本车驾驶员营运或者驾驶他
人车辆营运的；（四）拒不接受或故意阻挠
交通运输执法机构检查、调查处理的；（五）
公安机关认定故意侵吞乘客车内遗失物不
及时归还、上交的；（六）严重违反法律、法
规，以及不履行合同，不遵守企业规章制
度，造成行业、企业不良社会影响或带来经
济损失的。

成都发布出租车行业自律公约
虚增行程将被终身禁入

成都火锅越来越国际范儿，老外
也越来越喜欢吃成都火锅。1月 11
日，由成都市政府主办，成都市商务
委、市旅游局、市文广新局承办的

“2017美食之都成都火锅文化月”圆满
落幕。当天口碑网发布的火锅消费大
数据显示，火锅已成为“国民第一美
食”，全国消费者花在餐桌上的钱，22%
流向了火锅。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成都火锅越来越国际范儿

本次火锅文化月，以“成都火锅，世
界的火锅”为主题，2017年12月28日启
动，历时15天，举办了“过节耍成都·成
都吃火锅”“全城火锅狂欢”等特色活动，
策划了《成都火锅》宣传片和歌曲、MV、
明信片等文创产品。

活动还搭上西成高铁和“复兴号”

高铁开通的“快车”，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海内海外发起一场美食之约，让海
内外宾朋品尝成都味道。

活动期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加坡、日本、迪拜等全球各地的数
十家海外门店同步开展活动，海外20
余万消费者同享成都火锅。共计上万
名海外消费者以吃成都火锅来迎新年。

中英文制作的《成都火锅》宣传片
在国外社交媒体和平台上播放，总浏览
量已超过100万次，互动量超一万次。

成都火锅文化月
带动火锅营收增长10%以上

成都火锅文化月活动，吸引了西
安、北京等全国各地游客“飞到成都吃
火锅”“坐着高铁吃火锅”，形成一股过
节来蓉休闲消费热潮。

根据成都餐饮同业公会初步统计，

元旦期间宽窄巷子、春熙路等火锅集中
街区的火锅企业营收同比增长8%－
20%，消费人数同比增长20%以上，跨年
夜春熙路凌晨4点还有消费者用餐，有
火锅店当天消费者排号达2000多号。

本次火锅文化月期间，上万家成
都火锅门店共接待消费者数百万人
次，周边产品如皇城老妈、麻辣空间、
大龙燚、小龙坎等自热式小火锅、金宫

调味品等销售火爆，线上线下共实现
销售近十亿元。

65%吃货是年轻人
成都每单火锅平均消费423.6元

口碑网发布的火锅消费大数据显
示，成都火锅消费者65%是18-30岁
的年轻人，且一半以上是90后，笔单价
最高的是30-34岁的80后消费者。

成都市锦江区的火锅门店接待消
费者人数最多，武侯区的火锅门店的
客单价最高。火锅月期间51%的消费
是由女性消费者买单，不过男性朋友
买单的笔单价比女性高出40元。

报告显示，火锅已成为“国民第一
美食”，全国消费者花在餐桌上的钱，
22%流向了火锅，其中成都人尤爱吃火
锅，成都平均每单火锅消费423.6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母琪喻奇树

成都火锅越来越国际范儿 越来越多的老外爱上了吃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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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也爱吃成都火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