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斤少两？查！后厨不干净？
查！假冒名牌？查！

在检查某知名自选快餐店空盘收
费时，一店员想要悄悄按下“去皮”键蒙
混过关，“督哥”眼疾手快将其拦了下
来，并回怼：“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只有
每天来看了”。在外卖店看到满是油
污、垃圾的后厨以及发黄的蔬菜时，“督
哥”反问：“你们这样对得起消费者吗？”

这是在短视频平台大火的成都市
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查》节目，“督哥”是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景赢。
2021年7月以来，他通过镜头，带着网
友直击执法一线，而执法的对象，要么
是刚刚曝光的热点，要么是网友的点
名，看得网友直呼“硬核”，“督哥”也随
之走红。

《你点我查》来真的
“督哥”查哪里网友来决定

2021年7月7日，《你点我查》节目
推出了第一期——突击检查夏日里最
受欢迎的小龙虾店。一开始，“走过场”

“提前打了招呼的”等质疑声音时有出
现，但慢慢地，网友们发现，“督哥”是来
真的！

第二期，“督哥”立马检查了网友呼
声最高的“贤合庄”火锅店。而在对外
卖平台月销第一的店里检查中，冰柜以
及后厨混乱的卫生状况曝光在镜头
中。对于有问题的商家，“督哥”还要进
行回访……“作为一个政务号，就是要
解决网友最为关心、呼声最高的问题。”
景赢告诉记者。

于是，在“网红餐厅”、在学校食堂、
在农贸市场，“督哥”总会出其不意地出
现，开启“火眼金睛”模式找问题。具体
要查什么？“督哥”说，要听网友的。

刚刚曝光的热点、当下争议较多的
餐饮、网友留言的内容、市场监管部门
专项执法行动中的典型案例……只要
是网友关心的，在《你点我查》里都能做
到“件件有落实，句句有回应”。

前不久，有市民反映某知名自选快
餐店空餐盘收费，“督哥”立即对多家门
店突击检查，当场抓现行。“成都双流机
场买到‘缩水饮料’”登上热搜，“督哥”
立马行动，回应网友关切。真正的《你
点我查》，让网友直呼“太硬核”。

而“督哥”也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
了“监督的力量”。在复查一家卫生不
达标的外卖店时，他看到该店后厨贴着
一张纸，罗列了一条条需要整改的问
题，“老板娘说是根据我们的节目视频
写下来的，当时就觉得，这档节目还是
很有意义的。”

从食品安全到更多领域
宣传“小切口”推动社会“大共治”

随着粉丝越来越多，“督哥”也在不
断“拓展业务”：特种设备、直播带货、药
店检查……在1月 10日的一期节目
中，“督哥”还和公安民警一起去查了一
个奥利奥制假窝点。

“市场监管覆盖食品、药品、化妆
品、知识产权、医疗器械、特种设备、质
量、广告等众多领域，我也是在不断地
充电。”景赢表示，这些领域对专业性要
求都很高，新闻专业出身的他，需要“恶
补”知识。每次执法，他都跟着一线执
法人员一起，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他也
会不断跟执法人员进行确认，“虽然要
拍视频，但每次都是严肃地执法。”

在《你点我查》节目中，除了出镜的
景赢，成都市市场监管局新闻宣传与公
共联络处副处长黄浩负责组织统筹、内
容审核，动画专业出身的林典负责策
划、摄像和剪辑，还有无数一线执法人
员参与到执法检查之中。“我们大家共
同的目标，就是搭建一个与群众沟通的
桥梁。”景赢认为，将“民呼”与“官为”通
过这种形式紧密交织，把检查的“指挥
棒”交予网友，再以沉浸式的实录视频
反馈执法检查结果，可能正是网友的倾
心之处。

截至目前，《你点我查》节目已更新
40期，总播放量近4亿人次，最高一期
视频的播放量有4000多万，成都市市
场监管局抖音粉丝数量也从原来的10
万涨到100多万。该栏目还被推荐为
全国市场监管领域社会共治典型案例，
通过宣传的“小切口”，推动了社会的

“大共治”。

执法现场视频化获好评
不断传递市场监管正能量

日前，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了
为期100天的“春雷行动2022”，这是
该局连续第十年开展该行动，今年执
法的重点围绕“食品安全”“质量安全
隐患整治”“未成年人保护”等7个方
面。“督哥”也更加忙碌：跟着各辖区执
法人员突击检查、关注春节消费领域
……每周，他和同事们会制作出两至
三期节目。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提升大家
的幸福美好生活水平。”在景赢看来，
《你点我查》这样的执法实录节目有三
个层面的意义：让普通市民真实了解商
家的经营情况；督促商家诚信经营；让
大家了解执法工作并监督规范执法。

“监管也是一种服务，处罚不是最终目
的，帮助商家发现问题于萌芽、解决隐
患于未然，才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

从过去的行政靶向——“我认为啥
该查就查啥”到民生靶向——“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
《你点我查》通过执法公开化、透明化，
开设了一条市民、网友直接参与市场监
督管理的渠道。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执
法，不再只是冰冷的查处通报，也可以
是科普法律知识的过程。

在执法过程中，景赢也深刻体会
到了普通大众五味杂陈的生活，“故
事表层有喜有悲，而内心深处多是满
满正能量，希望有机会将这些普通人
的好故事分享给大家。”他透露，今后
《你点我查》的形式会尽可能地去尝
试创新，领域也会逐渐拓宽，“但节目
制作的初心不变，希望结合成都市市
场监管局自身职能职责的特点，做出
触动网友内心的内容，传递监管职能
正能量。”

新青年 上封面
封面人物大型系列报道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
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
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
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
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
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
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
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推
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
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
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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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间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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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7时）
AQI指数 117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巴中、马尔康、广元、康定、西昌
良：雅安、德阳、绵阳、遂宁、达州、攀枝
花、南充、泸州、乐山
轻度污染：资阳、自贡、内江、眉山、宜宾、广安

1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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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4-10℃
6-1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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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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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6-10℃
5-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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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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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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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阴转多云

阴
阴转多云
多云

-7-10℃
-4-7℃
4-20℃
7-23℃
0-9℃
3-8℃
5-9℃
3-7℃
3-9℃
4-10℃
4-9℃
4-9℃
5-10℃
6-10℃
5-10℃
7-10℃
3-8℃
5-8℃
2-7℃
4-7℃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因《你点我查》走红的“督哥”：

让执法更贴近老百姓
传递监管职能正能量

巴中首次公示“十大蜗牛项目”
传导压力促进解决项目推进问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颖）1月8日，巴中
市发改委官网公示2021年度“十大蜗牛项
目”名单。这是巴中首次推出类似评选。

去年8月初，巴中市发改委发布“十大蜗
牛项目”评选征求意见稿，评选范围为省市
级重点项目、中省预算内项目及招商引资项
目。认定标准为：超计划开工时间3个月及
以上未实质性开工；停工1个月及以上、投资
进度或形象进度低于计划进度30%及以上；
超计划竣工时间6个月及以上未完成审批的
全部投资额及建设内容；超计划投产（投用）
3个月及以上未投产（投用）；被国、省通报批
评的项目；被省发改委委托的第三方核查出
的问题项目；连续两次被市列入“黑榜”的项
目；连续两个季度考核被扣分的项目；被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点名批评的项目。

今年1月8日，“十大蜗牛项目”名单如期
出炉，其中市级重点项目5个、中省预算内项
目1个，专项债券项目2个、招商引资项目2
个，责任单位为各县（区）政府或国有投资平台。

“部分项目是资金出了问题，业主方的
资金跟不上。”巴中市发改委一负责人分析，
个别项目因规划、拆迁、招投标等影响，导致
项目滞后。落户巴中经开区、总投资8亿元
的众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项目，前期进度还
不错，之所以上榜，是因投资方内部股权调
整，导致停工长达半年。

“评选的目的，是传导压力，促进项目实
质性地动起来。对于这些项目的整改进度
和效果，我们将全程跟踪，加大督查力度。”
该负责人表示。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督哥”在检查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