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城开营 景德镇体验烧瓷

我们的复兴之梦根基在哪里？ 正是

来源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历史海

洋文化之旅， 将在英雄城南昌八一广场

举行隆重的开营仪式， 听老红军讲那过

去我们不该遗忘的历史故事。

而我们中国人最引以为荣的国粹

之一“瓷器”，就成名于世界瓷都———

江西景德镇。在景德镇，孩子们将全程

体验一件瓷器从练泥、 做坯、 印坯、利

坯、画坯、吹釉、画瓷、泥戏、到最后烧窑

成器的过程，并亲手为父母或者老师制

作一件作品。

穿越海洋馆 探秘美丽鼓浪屿

海上花园、 音乐之岛鼓浪屿堪称中

国已开发的最美丽岛屿之一， 孩子们将

在岛上畅游整整一天， 探秘奇妙的海底

世界，零距离进入“海洋水族馆”“抹香

鲸标馆”“企鹅淡水鱼馆”体验、观看海

豚海狮表演，听海洋知识讲座，了解丰富

的海洋生物知识，在“海底长廊———海底

隧道”留下难忘的影像。

除此之外，在厦门，孩子们还将游览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型水钟海洋主题馆，

从“台湾海峡”一路穿越到“地球南极”：

像船长掌舵帆船，挥动手指，造出美丽的

人造极光。同时孩子们还将走进我国最美

丽的学府之一厦门大学，提前感受大学美

好氛围，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报 名 电 话 ：

028 -86754600

、

86718821

特别提醒

： 因为本夏令营是专线专

团，需要提前10天预定火车票，务必请家

长提前为孩子报名。 本夏令营全程双人

空调标准间， 全程安排专业英语老师随

行，贯穿口语学习，以《励志英语特训课

程》《海洋旅游英语》 两本教材为基础，

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中收获，轻松纠正

英语口语发音，掌握英语口语学习方法，

学习游玩两不误。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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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餐饮不虚火 老板们都信心满满

“我们是火锅店，我们的火锅是祖传配方！”“我要

推荐一家中餐馆” ……自昨日上午10时起，“成都金牌

餐饮民店”报名热线86626666就热到发烫，截至昨晚6

时，报名的餐饮企业已逾百家。何老三串串、土连锅、滋

味烤鱼、 一品圣汤养生馆……各家餐饮企业负责人对

自家餐饮争当“民店”，都显得信心满满。

何老三串串餐饮店踊跃报名， 其负责人龙梅表

示，“我们希望借此活动扩大知名度，这个活动也是多

方受益的。”龙梅介绍，该店至今已成立7年了，冒肝

片、耗儿鱼、鲍鱼片及其他各色海鲜都是店内的特色，

有信心当选“金牌餐饮民店”。

“我们主要是靠口碑传播， 参加这个活动将更大

范围扩展我们的影响力。”土连锅餐饮店报名参加了此

次活动，有关负责人李王介绍，土连锅已有10年的历史，

依靠口碑传播，形成了稳定的顾客群，目前已有三家直

营店，主要覆盖北门片区，在江苏、浙江等省，还有多家

加盟店。李王表示，参加“炫出风采·食现梦想”活动，将

对公司的品牌效应进行提升。对于店内特色，李王介绍，

主要是各类特色炖汤，包括骨头汤、菌汤、酸汤等。

一品圣汤养生馆同样报名参加了此项活动，该负责

人党旭霞表示，“我们希望借此进一步提高店内知名度。”

她介绍，店内特色为鱿鱼养生汤锅，味道鲜美，另外，店内

还有鱿鱼干锅供选择。

餐饮拉票花心思 学习“海底捞”好榜样

“要在竞争激烈的餐饮业中立足，一定要做出自

己的特色。”何老三串串餐饮店负责人龙梅指出，除了

菜品创新，店内在服务、环境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向

“海底捞”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起

到行业标杆作用。昨日，她趁机为该店评选金牌“餐饮

民店”拉票，“我们尽力替顾客着想，下雨的时候为顾

客免费提供雨伞；为避免顾客手机沾上油污，为顾客提

供免费的手机套。”正是这一项项细致的工作，使得店

内赢得较高顾客回头率。

土连锅餐饮店有关负责人李王认为， 虽然餐饮业

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高端餐饮，由于店内走

的是大众餐饮路线，所受影响并不太明显。对于该店赢

得顾客的“杀手锏”，李王坦诚，“主要是实惠，让顾客

觉得有吃头。”

“这活动安逸， 投票就能抽轿车！”“喝点小酒投个

票，辉腾辉腾来我家”……昨日，投票评选“成都金牌餐饮

民店”就有机会赢取399元～4999元梦想金以及轿车大奖

的消息一经发出，便引发了市民和网友的热议！昨晚7时，

在交大群星路滋味烤鱼聚餐的廖先生， 专门认购2瓶小角

楼炫风150小酒，获得了两张抽奖券，“如果中了奖，就全部

捐给雅安地震灾区的孩子！”

炫出风采食现梦想·抽奖规则

给餐饮门店投票 百万梦想金等你抽

据了解，“炫出风采·食现梦想” 大型餐饮文化主

题公益活动抽奖分为现场抽取梦想基金及抽取轿车年

度使用权大奖两个阶段。

梦想基金 两天抽一次

首先， 是梦想基金抽取阶

段。活动期间，市民每购买一瓶“小角楼炫风150”小酒

即可在经销商或者餐饮门店索取1张抽奖券，凭此券可

参加《天府食舫》栏目的电视抽奖，赢取价值399元～

4999元的梦想基金。

从8月下旬开始，将每两天进行一次，共80次梦想基

金电视抽奖，每次抽取两名幸运市民。而未抽中的奖券

将留在奖池中继续抽取，直至活动结束。历时半年的活

动中，一张抽奖劵将有160次中奖机会。

轿车大奖 总共抽五场

从9月起， 进入到第二轮

轿车年度使用权大奖抽取阶段。 凡购买 “小角楼炫风

150”小酒集齐“更上一层楼”“幸福”“梦想”三张奖

券者，致电4006133114登记，就有资格参与抽取巴蜀版

辉腾轿车、大众POLO轿车年度使用权，集齐越多抽奖

机会就越多。今年9月至明年1月，共计20台POLO轿车

和1辆辉腾轿车等你来开走！

拨打86626666�说出你的梦想

想来一次暑期旅游， 想到电视台体验当一天节目

主持人，想与名人或明星面对面……“炫出风采·食现

梦想”活动邀您畅谈梦想。只要认购1瓶小角楼炫风150

小酒，得到一张“炫出风采食现梦想”奖券，拨打电话

028-86626666，描述您的梦想，就有机会获取中秋大礼

包、T恤衫或其他精美礼品。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争当“餐饮民店” 老板要向“海底捞”学习

上百家餐饮门店报名“金牌餐饮民店”评选，投票赢轿车引发市民热议

■“谁说餐饮企业不

景气， 看咱成都餐饮照样

屹立！”

■ “吃也能吃出辆

POLO，说不定还能吃出

辆辉腾！”

■“如果我投票中了

梦想金， 全部捐给雅安地

震灾区的娃娃！”

这两天， 比炎热天气

更热火的是成都餐饮企业

和市民的热情！昨日，由四

川省烹饪协会主办、 成都

商报买够网协办、 四川远

鸿小角楼有限公司独家赞

助的 “炫出风采·食现梦

想”大型餐饮文化主题公

益活动正式启动后， 不到

一天， 就有上百家企业踊

跃报名“成都金牌餐饮民

店”评选，更有企业抛出

了自己的拉票妙招。 与此

同时， 只需投票支持自己

心目中的“餐饮民店”，就

有 机 会 赢 取 399 元 ～

4999元梦想金以及轿车

大奖的消息， 也引发了市

民和网友的热议。

去景德镇体验烤瓷

到鼓浪屿探秘海洋

一年一度的成都商

报快乐暑期夏令营，一

直以寓学于游的特色

和超高性价比受到全

川家长的强烈关注。直

到昨日下午

5

时， 还有

远在德阳、南充的家长

打来电话， 想加入

8

月

份的中韩少年文化之

旅 。遗憾的是 ，因为护

照办理及签证的时间

要求，中韩交流团报名

已经全部截止，想要去

韩国的小朋友只有等

寒假啦。不过江西景德

镇和厦门鼓浪屿的历

史海洋文化之旅还在

持续火热组团中，暑期

有意向出行的同学还

有机会哦！

一把骨砂锅 西安北路

26

号

滋味烤鱼 交大群星路

60

号

赞林子方言串串 望平街

33

号附

18

号

何老三串串 外双楠大华街

8

号附

5

号

一品圣汤养生馆 锦江区宏济路

154

号

万春腌卤 营和巷

51

号

小师傅翠鳝鱼庄 新兴镇凉水村

2

组

93

号

一品汤鲍 金沙遗址金风路

17

号

板命兔腰 紫竹西街

80

号

全家福芋儿鸡 华阳镇公安路二段

446

号（戛纳印象桥头）

乡村菜馆 浣花北路

8

号

古镇鲜毛肚火锅 金花镇江安河印月街

20

号

怡嘉自贡菜 温江两河路东段

53

号

瓜串串 建业路

30

号（合能耀之城

3

栋）

报名企业名单将按报名先后顺序陆续刊登

“成都金牌餐饮民店”部分报名企业名单

店 名 地 址

同学们背后就是韩国总统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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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消费指导师” 成都即将上岗

首批消费指导师培训开始，消费指导师工资由企业支付，职责和促销导购人员不同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摄影记者 刘畅

“你为啥插我队？”昨日上午11时

许，在成都簇桥龙井南街邮局边的一家

移动营业厅内，一名年轻小伙朝42岁的

张宁芝（音）和吴文碧吼道，争吵蔓延

到营业厅门外，小伙突然驾车三次撞向

张宁芝，并两次碾过其身体。

事发：排队充话费起争执

昨日下午3点过， 张宁芝躺在省医

院急诊科抢救。诊断书显示，她多处肋

骨骨折并有肺挫伤，头皮外伤，重伤需

要立即住院救治。丈夫李利兵蹲在抢救

室外，两只膝盖红肿破皮，也是在此前

这起意外中受的伤。

张宁芝的嫂子吴文碧说，昨日上午

10点过，她和张宁芝到这家营业厅充话

费， 自动缴费机前面排着一名身着白T

恤的小伙，大约二十五六岁，轮到小伙

充话费时， 他突然走到一旁打起了电

话。于是，她抢先上前充了20元话费，排

在她后面的张宁芝还没来得及充值，小

伙就返回来指责她们插队。“我说你接

电话我就先充了， 他就喊我们出去算

账。”吴文碧说，张宁芝气不过，便跟着

小伙准备出门再理论。

目击：小伙开车三次撞人

事发营业厅位于簇桥龙井南街邮

政局隔壁，市民罗先生说，他看到这名

小伙和两个女的在营业厅门外争吵，小

伙扬言“老子要撞死你”，张宁芝则回

击“你撞噻”。片刻后，小伙子突然上了

旁边的一辆白色小车，启动车子，倒车

朝张宁芝撞去，张宁芝跳上台阶躲了过

去。随后小车试图开走，张宁芝跑上前

拽住车门呼喊，附近的丈夫李利兵闻讯

赶到后， 也从车窗拽住了小伙衣领，双

方僵持期间， 张宁芝摔倒在车头附近，

小车加速直接朝张宁芝碾过去，后者受

伤不起，小车继续倒车并第三次碾了上

去。“撞人啦！” 围观群众赶紧打了110

和120，张宁芝则躺在地上，头部、面部

开始流血，李利兵也被小车拖倒。

逃逸：逃跑途中撞翻多车

昨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赶到事发

营业厅外，地上一摊鲜红的血迹触目惊

心。另一名目击者何先生说，张宁芝被

撞倒后， 小车加速拐回了停车空坝，随

后冲下街沿， 从两辆电三轮中间穿过，

向远处逃跑，期间撞翻了路边三四辆电

瓶车和一辆电三轮，导致一中年女子受

伤。“司机跟疯了一样， 没人敢阻拦。”

何先生表示，整个事发过程也就一两分

钟时间，周围人只来得及记下车牌号的

后两位数字“26”，车型应该是大众宝

来。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出警的簇桥派

出所，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不便透

露细节。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何鹏楠

7月29日晚10时许， 温江区天府街

309路公交车终点站附近， 一辆黑色江

淮轿车连续撞倒两辆摩托车后试图逃

逸,但被围观群众逮个正着。

据了解，此次事故共造成两辆摩托

车上的5人受伤， 最小的伤者年仅两岁

半。伤者已被送往成都市五医院接受治

疗，暂无大碍。伤者刘女士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当晚，她和家人一同骑摩托车

送亲友回家， 在路口等候红灯过程中，

被这辆黑色江淮轿车从后方先后撞击。

温江交警已于当晚将肇事司机张某抓

获，张某或涉嫌酒驾，正在接受警方进

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昨日上午9点左右， 家住幸福里小

区的张先生发现，110警车和殡仪馆的

车来了，原来，一楼的租房客冯先生已

经死于屋中数天。

张先生说：“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大概是4天前，还打了招呼。”冯先生的

邻居李小姐说，冯先生58岁，做古董和

苗木生意， 儿子在成都市区卖烧烤，老

伴3个月前返回雅安老家， 他都是一个

人居住，平时爱抽烟喝酒，啤酒肚很大，

还有高血压。昨日下午，文家派出所办

案民警告诉记者，经调查，冯先生的死

亡原因排除他杀，可能是死于疾病。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周恒

昨日上午，温江区来凤路，成都市首批消费指导师

培训开始启动，现场上百名学员报名参与培训。这意味

着，消费指导师这一新职业，将在成都诞生。

作为一项新兴职业，“消费指导师”的职责主要是

在消费前提供咨询，消费中提供良好产品和服务，消费

后帮助消费者解决消费纠纷和维权。 消费指导师国家

职业培训项目由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以及国家发改委公众

营养与发展中心共同推进， 学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颁

发国家证书。今后，当你逛商场时，将可以免费获得消

费指导师的服务。

全新职业

2010年“诞生” 目前只有北京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消费指导师”是一个陌生的

职业。 据消费指导师国家职业培训办公室顾问刘建军

介绍，目前，我国除了北京有第一批上岗的消费指导师

外，其他城市还没有这一新兴职业出现。

2010年， 消费指导师正式成为一个全新的国家职

业，消费指导师国家职业培训项目于2010年2月正式设

立。这是一个多部门共同组织推进的全国性职业项目，

由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就业培

训技术指导中心以及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

共同推进。

资格培训

至少学习120学时 考核合格后获证书

26岁的刘康英已经作为一名消费指导师学员，进

行了5天的培训。要成为一名消费指导师，需要经过120

到150学时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由中国就业培训技

术指导中心颁发证书。作为国家职业证书，可在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网站上进行查询。作为一名学员，

刘康英说， 培训主要包括公共课和专业课，“公共课就

是消法、消费心理学等关于消费的知识；专业课根据每

个专业不一样而不同。比如，你是建材方面的消费指导

师，就要学习大量的关于建材方面的专业知识，以方便

指导消费者购物。”

主要职责

教消费者选商品 但不推荐品牌

另一名正在接受培训的消费指导师黄启英说，消

费指导师主要告诉消费者应如何选商品， 而不是告诉

他们应该选哪一款商品。“比如，消费者要买瓷砖，我们

就会告诉他哪种材质的瓷砖硬度高、耐磨等，更多的是

关于瓷砖的知识，而不是推荐他买哪一款、哪个品牌的

瓷砖。”在学员刘康英看来，消费指导师的主要职责是：

“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前，我们为他们提供咨询服

务；购买中，我们用专业知识为其提供参考；购买后，如

果发生消费纠纷，我们帮助其解决纠纷，维护权利。”具

体操作方法是： 消费指导师将在商场内设立一个消费

指导站，如果消费者有需求的话，消费指导师将免费为

其服务。

同时，消费指导师还会对企业进行培训，“为企业开

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心理学等课程，向他们讲解

如何正确地处理消费投诉等。”据了解，今年将会有一万

个消费指导师走上岗位，2015年，预计将为30%的企业培

训消费指导师。十年内，为70%的企业培训消费指导师。

消费指导师会不会因

为利益诉求， 而与商家串

通， 向消费者介绍某一特

定商品，并从中提成？如何

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对此， 消费指导师国

家职业培训项目成都执行

办公室一名负责人说，办

公室将对其采取双向考核

制度。“一方面，会对每个

消费指导师处理的案例进

行对比， 如果发现有可疑

的问题，如价格浮动等，消

费指导师将被问话； 另一

方面， 会公布投诉监督电

话，消费者可以随时举报。

如经查实， 将取消消费指

导师的资格。”“利用消费

指导师的平台， 推销企业

的产品，这是不允许的。我

们在这方面有强有力的监

督措施。” 消费指导师国

家职业培训办公室顾问刘

建军说。

值得注意的是， 消费

指导师并不是商场的促销

或导购。 学员刘康英说：

“我们是中立的， 一方面

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参考建

议，为消费者服务，另一方

面， 我们也为企业提供咨

询建议，为企业服务。”

是不是导购？

不是

1

谁支付工资？

企业

2

消费指导师上岗后，

工资将由谁支付？对此，消

费指导师国家职业培训项

目成都执行办公室一名负

责人说，工资由企业支付。

那这是否会影响消费指导

师在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中

立的态度和公正的立场？

这名负责人表示不会 ，

“消费指导师的工资是跟

消费者满意度挂钩的，也

对他们的职业道德有非常

严格的要求。”

3

怎么监督？

双向考核

轿车撞伤5人还想逃 围观群众拦下它

男子死于出租屋中数天被发现

被插了队

他竟开车疯狂撞人

因排队充话费引起争执 被撞者多处肋骨骨折并有肺挫伤

三问消费指导师

一名实习的消费指导师正在给顾客出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