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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该局日前联合德阳市、眉山
市、资阳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出台

《成德眉资市场监管领域“首违
不罚”清单（2022版）》和《成德眉
资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
单（2022版）》。两个清单的推出，
是成德眉资四地聚焦法制领域

同城化发展，积极探索市场监管
领域柔性执法方式上的新举措，
更是成都市市场监管局为市场
主体纾困解难，助力企业渡过难
关而出的实招、办的实事、拿出
来的硬举措之一。

“有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由于对最新政策规定不熟悉，
或者因一时无心之失，出现非
主观故意的违法违规行为，且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危害后果
轻微。”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行“首违不罚”或者对轻微违
法行为免予行政强制措施后，
就给了这些市场主体一次自我
纠错的机会。据介绍，“首违不
罚”清单共39条，主要涉及市场
主体登记、广告、价格、计量、产
品、食品、药品等业务领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近日，上海拓及轨道交通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市金牛
区完成工商变更，更名为四川拓
及轨道交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拓及股份”），实现了
从上海到成都的整体搬迁。

据悉，拓及股份系轨道交通
行业龙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小巨人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其落地也为成都市金
牛区在轨道交通产业的强链补
链再度加码。

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从最
初接触谈判到最终确定落户成
都市金牛区，用时不到40天。

将直接提供
就业岗位上千个

据了解，拓及股份长期聚焦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是国内领先
的轨道交通设备提供商，其在国
内直流开关柜细分市场占有率
排名前二，拥有直流开关柜的柜
型设计、系统集成和控制保护软
件等核心技术，计划于2024年申
报科创板上市。

同时，拓及股份计划与西南
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中铁二
院建立直流开关研究中心，开展
国内领先的柔性供电课题研究，
涉及发明专利20多项，将打通产
业链上下游，助力成都轨道交通
建圈强链。

此外，拓及股份还计划未来
与成都轨道交通集团等龙头企
业合作，设立轨道交通供电及综
合监控系统，开展智能运维相关
服务，驱动轨道交通产业链数字
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据了解，拓及股份的落地将
直接提供就业岗位上千个。

从接触到落地
不到40天的“攻坚战”

本次招引拓及股份落地成
都的过程，尤其值得一提。

记者了解到，金牛坝科技
服务产业功能区管委会在与基
金平台等关键渠道的日常对接
中，了解到拓及股份有意搬迁
至成都的信息，随即组建了由
分管副区长牵头，区投资促进
局、区经信局、区财政局、区住
建和交通局、区行政审批局以
及天回镇街办等相关部门为成
员的招商专班，快速对接企业，
了解诉求，梳理项目需求、流
程、资料“三张清单”，细化项目
落地的具体事项。同时，金牛区
根据企业实际需求精准匹配实
施“一企一策”，协调解决项目
落地的“堵点”。

通过各部门协同合作，双方
从最初接触谈判到项目落地，用
时不到40天。

在拓及股份完成注册后，针
对公司选址、“高新技术企业”和

“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申报以
及30余名企业高管及技术研发
人才的定居兴业等问题，金牛区
也开辟了绿色通道，给予了最大
的支持及保障；另一方面，金牛
区也积极促成拓及股份与中铁
产业园、中铁二院、成都轨道集
团等单位对接合作，主动为企业
开拓市场。

据悉，下一步，金牛区将
以拓及股份全国总部基地项
目招引为示范样板，持续用好
基金等关键资源招商，做强金
牛区轨道交通“一校一总部”
核心承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公勺公筷在成都渐成风
有餐馆已实行9年

小小公筷小小公筷 拈起大文明拈起大文明

专家指出，实行餐具的消毒，
推行公勺公筷制、分餐制，可以有
效预防各种细菌、病毒。其中，有种
细菌叫作幽门螺旋杆菌（Hp），是
全球范围内高感染率的慢性感染
性致病菌。它往往存在于人的胃
中，传播方式是粪口传播，特别是
各种聚餐，更是为这种病菌的传播
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幽门螺旋杆菌
的传染能力有多强？用最简单的一
句话描述就是——“一人得病，全
家感染”。

餐桌显眼位置摆放着公勺公
筷，外出就餐时自带公勺公筷分取
菜点……随着这几年文明用餐习惯
的推广，吃饭使用公勺公筷渐渐成
为成都市民的习惯。而在成都青羊
区宽窄巷子，有一家餐馆早就开始
实行公勺公筷分餐制度，今年已是
第9年。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胃肠微创
中心主治医师伍映鑫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实行餐具的消
毒，推行公勺公筷制、分餐制，可以
有效预防各种细菌、病毒。

公勺公筷讲卫生
疫情期间更重要

8月9日中午12时，位于成都市青
羊区宽窄巷子的川菜馆轩轩小院已
陆续有顾客在店内就餐。为了引导顾
客自觉养成文明用餐的好习惯，这家
餐厅在墙上和餐桌上张贴了“公勺公
筷”“光盘行动”等宣传语。记者了解
到，这家餐馆早就开始实行公勺公筷
分餐制度，今年已是第9年。

9年来，公勺公筷服务在这里已
经成为一种惯性，餐馆也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而经常光顾这家店的食
客们也早已习惯使用公勺公筷，他
们不仅仅将使用公勺公筷看作一种
讲究卫生的手段，更将其看作是“体
面”“有素养”的表现。“病从口入，特
别是现在又有疫情，为自己也为别
人的健康嘛。”食客张振乐这样告诉
记者。

川菜大师张元富
是当年发起人

分餐制，是谁发起的呢？记者了
解到，发起人正是川菜大师张元富。
张元富有几十年的从业经历，立足于
传统川菜技艺的传承，始终坚守餐饮
一线。当时，推广公勺公筷，是从服务
性出发，让客人有更好的就餐体验。

“我来轩轩小院好几年了，刚来

时这里就实行公勺公筷制。”轩轩小
院前厅主管小唐告诉记者，时至今
日，餐馆全体员工一直没有忘记公勺
公筷的“店规”。轩轩小院开业9年，这
种公勺公筷制也已经实行了9年。如
果说9年前使用公勺公筷是从服务性
出发，为了让客人有更好的就餐体
验，那么疫情发生后，店里实行的公
勺公筷制就更多了一分安全的考量。

这么长的时间里，轩轩小院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小唐口中
说的“服务惯性”。轩轩小院有一个
长达一个月的入职培训，只有过关
的新员工才能为食客服务。培训中，
使用公勺公筷为大家分餐，是较为
重要的部分。

胃里这种细菌
聚餐最易传播

使用公勺公筷有哪些好处？成都
市第三人民医院胃肠微创中心主治
医师伍映鑫告诉记者，实行餐具的消
毒，推行公勺公筷制、分餐制，可以有
效预防各种细菌、病毒。其中，有种细
菌叫作幽门螺旋杆菌（Hp），是一种革
兰阴性微需氧杆菌，是全球范围内高
感染率的慢性感染性致病菌。它往往
存在于人的胃中，传播方式是粪口传
播，特别是各种聚餐，更是为这种病
菌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幽门螺
旋杆菌的传染能力有多强？用最简单
的一句话描述就是——“一人得病，
全家感染”。

幽门螺旋杆菌的危害有多大？
伍映鑫说，Hp和一些上消化道疾病
的发生有紧密联系，是慢性胃炎、胃
十二指肠溃疡的重要致病因素，与
胃癌、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
的发生密切相关。除胃黏膜外，人的
唾液、牙菌斑和粪便中，都有Hp的

“身影”。宿主感染Hp后，它可通过多
种机制导致胃黏膜损伤。鉴于幽门
螺旋杆菌与胃癌、炎症发生密切相
关，因此一旦出现上腹不适、饱胀等
消化道症状，要及时就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有效防止
病从口入

食客/
回顾/

提醒/

近年来，成都崇州市在深化
文明村镇建设中，立足农村实
际，积极探索移风易俗新思路、
新做法，不断提升全市乡风文明
程度。

位于崇州市元通镇的清溪
村，立足传承优秀家风，运用濮
氏家训传承数百年，一直教育着
濮氏后人及时行孝、关爱老人、
勤俭持家、敦亲睦族、奋发图强、
振兴家族。在这里，各种传统风
俗、习惯得到良好保持与传扬。
每至清明时，清溪村会开展“传
承家风家训，弘扬中华美德”大
型祭祖活动，活动以传承好家
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旨，积极引导营造家风
好、民风纯、党风正、政风清的良
好氛围，形成邻里和睦、和谐发
展的新乡村。

廖家镇全兴村“张家巷子”，
蕴含浓厚农耕文化历史，以林盘

治理为抓手，注重挖掘本地传统
文化资源，通过对每户村民的走
访，搜集各家家风家训，提炼整
理，统一打造群众门前家风家训
展示牌，打造传统文化特色院
墙，形成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家
风家训文化巷，充分展示新时代
乡村家风家训文化，展现群众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隆兴镇群安村创立了移风
易俗文化特色品牌——“骆学林
宣讲课堂”，充分整合群安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余花龙门子文
化院坝阵地资源，打造学习传播
科学理论的大众平台，主要以金
钱板现代评书和故事宣讲等形
式，广泛开展党的理论政策、惠
民政策、法律法规、廉洁文化、家
风家训主题群众宣讲活动，形成
群众主动发声传播正能量的文
明新风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晓舟

学校食堂的食品和用餐安
全非同小可，对于一所新建的学
校尤其如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9
日获悉，近期，成都青白江出台
了《青白江区学校食堂设计导
则》（以下简称《导则》），审批、教
育、市场监管、消防、住建等部门
协同配合，共同梳理学校食堂建
设相关审批、监管要求，并将各
个标准“嵌入”导则，对项目选
址、建筑设计、区域划分、设施设
备等进行明确规定，确保标准融
合，规范统一，为学校食堂标准
化建设点亮了“指明灯”。

“没想到这次食堂审批对接
一个部门就能搞定，真是太方便
了！”成都市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北区分校后勤安保中心主任陈
昌义感慨道。

成都市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北区分校作为一所新建学校，目
前处于开学倒计时阶段。该校食

堂建筑面积1200余平方米，可同
时满足1350人用餐。

“这份《导则》也是我们验收
的‘金标准’，趁施工单位尚未完
全退出，方便及时整改。根据现
阶段的进度，学校食堂完全可在
开学前达到《导则》要求。”陈昌
义说。

具体到食堂布局，青白江
区审批和营商环境局也贴心提
供了“模板”，按照原料进入、原
料处理、半成品加工、成品供应
的“生进熟出”布局要求，制作
多套图纸模板，实现建设图纸

“模块化”。
青白江区审批和营商环境

局勘验中心负责人张楠说，“以
标准化、模块化图纸为蓝本，打
造高标准学校食堂，按标准建成
即满足审批条件和各类监管要
求，从根本上夯实了学校食品安
全基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青白江
出台“设计导则”学校食堂标准化

▼崇州
聚力移风易俗 助推乡风文明

今年 6 月，一笔 1750 万元
的贷款发放至成都郑源生化科
技有限公司，使其资金流转的

“燃眉之急”得以解决。
这笔资金，来自于“壮大

贷”——一项由成都市经信局、成
都市财政局依托成都市中小微企
业贷款风险资金池，面向成都市
中小微企业、联合银行、担保公司
开发的一款政策性金融产品。

郑源生化财务总经理彭建
提到，这几年，公司销售增长额
年均增速达50%。此次“燃眉之
急”，正来自于一家知名药企的
大订单，“壮大贷”不仅解决了
原材料采购等问题，“与普通的
银行贷款相比，一年下来能节
约利息82万元。”

成都市经信局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壮大贷”
已累计为848家企业服务。仅是

今年上半年，就有241户企业获
新发放贷款 375 笔、23.3 亿元，
贷款企业户数和金额分别同比
增长15.9%、10.9%。

郑源生化是成都知名医药
中间体生产企业，主要服务国
内前十大药企，属高端创新药
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这几年，公
司销售增长额年均增速达50%。
市场的增大，也带来了资金压
力——因为采取“先生产、后付
款”模式，结算周期较长，企业
也存在现金流问题。

今年5月，郑源生化又迎来
一个“大单”。但此时，上游原材
料采购付款期撞上了一笔数额
较大的垫付货款，出现了千万
的资金缺口，且尤为紧急。

在与银行信贷部门的沟通
中，彭建了解到，这项贷款重点
支持成都工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等工业和信息
化领域的中小企业，郑源生化
恰好符合条件。

此外，“壮大贷”的贷款利率
为4%左右，再加上补贴还能降
至2%左右。彭建计算，郑源生化
一年下来能节约利息82万元。

成都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
提到，“壮大贷”关乎中小企业
成长工程培育企业，以及四川
省、国家级“专精特新”培育企
业和上市企业。2022年1-6月，

“壮大贷”为5户上市企业发放
贷款 1.2 亿元；为 10 户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放贷
款1.02亿元，为84户四川省“专
精特新”培育企业发放贷款8.5
亿元，为229户成都市中小企业
成长工程培育企业发放贷款
21.2 亿元。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邹悦

解燃眉之急解燃眉之急
“壮大贷”这样壮大成都企业

今年上半年，241户企业获新发放贷款23.3亿元

助企纾困出实招
成德眉资联合出台“首违不罚”清单

高能补链

上海轨交龙头企业
“闪电”落户成都

餐桌上摆放的公筷

制图 李开红

紧接01版 习近平强调，今
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两国关系
已经成为不同历史、不同文化国
家友好相处的典范。希望更多马
耳他师生和青少年积极参与中
马人文交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
者和人民友好的传承者。

圣玛格丽特中学是马耳他
一所综合性公立学校，2010年

在中方支持下创办“中国角”。
日前，该校“中国角”师生致信
习近平主席，表达对中国文化
的喜爱，引用《礼记》“圣人耐
以天下为一家”，积极评价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
路”倡议，祝福马中建交50周
年，表示愿为马中文化交流多
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