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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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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露天烧烤”考验城市管理水平

近日，芝罘区城管委出
台《关于规范管理夏季占道
露天餐饮的通知》，正式拉开
了今年夏季占道露天餐饮规
范管理的序幕。5月1日起，芝
罘区城管委将组织各相关单
位，集中开展夜间占道露天
餐饮规范管理行动。治理露
天烧烤和排档占道经营这一
城市顽疾，看看市民的观点。

治理违规烧烤，引导作用不容小觑

下期话题

今日

时下，股市大热，上证
综指仅用9个月时间就实
现了翻番，如此“快牛”带
来的赚钱效应也正吸引一
大拨90后的股民“小鲜肉”
汹涌而来。记者从山东工
商学院经济学院了解到，
金融专业不少大学生都在
炒股，宿舍六个人五个开
了户，班上一大半都在炒
股，有的班上女生炒股比
男生还“凶悍”。对于在校
生炒股，您是支持还是反
对？

刘岩

露天烧烤的整治已经有几年
了，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虽
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依然没
有根治。究其原因，是人们对露天
烧烤有消费习惯，才形成了市场；
有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才有众多
的人从事经营。在供求双方都有
需求的情况下，治理违规烧烤不
仅仅要靠执法与强制，疏导、规
范、引导的作用不应小觑。

治理违规烧烤，要提供充分
的消费场所。美食广场的建设，
尤其是夏天的消夏啤酒广场为

烧烤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将烧烤
集中管理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
是，就目前来看，这种场所还远
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盛
夏，人们喜欢在就近、方便的地
方休闲、消遣，加上对酒驾的查
处，人们更加愿意在家附近消
费。所以，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多
设置几处烧烤广场、美食街，将
人们引导到规范、有序的烧烤
店、烧烤摊去消费，要比强制禁
止买与卖有效得多。

合理引导消费，加强卫生意
识普及，强化消费者对自身安全
的保护意识。烧烤是不少人的最

爱，源于它在朋友相聚时的开怀
畅饮、消费低廉，但是烧烤产品
本身存在严重的卫生安全隐患，
且不说炎热夏季里的产品保质
问题，单是烧烤过程中产生的化
学物就对人体有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而长期以来烟台人喜欢的
啤酒加海鲜的饮食习惯则更是
痛风等病症的根源。习惯不一定
就是合理的，在讲究科学合理的
饮食结构，注重生活品质与生活
质量的今天，强化人们的食品安
全意识，引导人们养成健康消费
习惯上，相关部门还应加大科普
力度，要知道，消费群体的自律

是治理烧烤的关键一环。
烧烤消费场所的卫生综合

整治是治理违规烧烤的重要工
作，也是整治违规烧烤的目的之
一。但是，目前统一规划的烧烤
场所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烟尘
污染、油渍污染、厕所及清洁设
施不完备的情形。这种情形也在
影响着人们的消费热情，也难以
起到集中整治后的标杆和示范
作用。要统一管理，就要有统一
的规范，各项卫生与环保都要达
到要求才能起到引领作用。唯如
此，治理与疏导结合的夏季整治
才能取得效果。

王琴

整治露天烧烤和排档占道
经营，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
点：

一是做好烧烤和排档的
合理保留。政府相关部门应该
对所有露天烧烤和排档进行
拉网式排查，重点对主要交通
要道，主要小区附近进行走
访，在摸清基本情况的同时登
记造册，建立管理台账。考虑
到市民的生活需求，根据便
民、利民、不扰民，防范城市
环境污染，兼顾道路畅通的原
则，在辖区内背街小巷、社区
和村庄等地方选取部分路段，
对露天烧烤和大排档进行统

一规范管理。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采取

流动宣传车、张贴通告以及发
动周边学生宣传教育，耐心细
致地向经营户讲解露天烧烤和
排档违反的相关法规及社会危
害性，努力争取与经营户在挣
钱盈利和维护环境卫生上达成
共识。多采用技术含量高的无
烟烧烤炉，大排档要安装抽油
烟机等等，尽量减少污染。

三是加强执法力度。强化
整治力度，取缔无证烧烤，规范
治理正常经营，严格规定经营
范围和开市闭市时间。同时安
排专人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对不听劝阻
的业户责令停业整顿。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话话题题

张建勇

随着清明小长假的渐渐
离去，“五一”小长假也随之而
来，春游的人越来越多，大人、
孩子，相互簇拥着、欢笑着，伛
偻提携，往来不绝。春游给人
们带来了温馨、快乐。

要做到春游的文明，
首先要有文明意识，自然
界中的青山绿水，不仅是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欣赏
它的不是几个人、几波人，
而是无穷次的，因此波及
到我们每个人，都应把文
明游春放在第一，对春景

春物，只能欣赏它、爱惜它，
不可破坏它、糟践它，更不
能因一己私利，损之折之，
或掐折下来玩于个人手
掌。春游所到之处，要保持
生态的原样，做到青不伤
色、花不伤颜、地不留痕。

其次，要有环保意识，
春游人们欣赏的是山的
青，水的秀，花鸟虫鱼的美，
因此，春游一定要把看景
与护景结合起来，注意自
己手下、脚下与嘴巴下的
环保，切忌管不住自己的
嘴，瓜子皮、水果皮乱吐，管
不住自己的手，用过的纸

巾、杂物、方便袋等乱丢，管
不住自己的脚，随意踩踏
一些景物装饰等。

第三，要培养孩子的
社会公德意识，社会的文
明，要靠人们的共同维护
和建造，没有大人、孩子
之分，文明的要求尺度都
是一样的，因此带孩子春
游，既是一个休闲的机
会，也是一个让孩子体验
学习社会的机会。

春游之美，只有山川
之美与人的心灵之美相
融一体时，山川才更显靓
丽，人心才更喜悦。

春游当与文明同行
我有话说

赵传勇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转
眼又到了吃烧烤的季节，好这
口的港城市民又有口福了，但
在享受的背后却存在着诸多弊
端。

烧烤加扎啤可以说是高温
下最流行的美食，倍受市民追
捧，因此也孕育着巨大的商机，
诸多商户怎会轻易放过？这也
是露天烧烤随处可见的原因，
甚至占道经营也在所不惜。

占道造成一定的交通不便
是一方面，产生的“袅袅炊烟”更
是破坏了原本清新的空气。如果
经营者不注意保持卫生，对周围
的环境也是一种破坏，噪音更有

可能影响居民的生活。
如何才能既可以享受美

食，又能杜绝露天烧烤所带来
的一系列弊端？我觉得大力推
广无烟烧烤是减少空气污染的
根本解决之道，还可以考虑室
内烧烤。再就是多增加烧烤经
营场地，以满足市民的需求。

经营者也要提高自身觉
悟，保持好公共场合的卫生，
莫要占道经营，因为这也影响
到市容市貌。另外，食客也要
注意尽量不要影响到周围居
民的日常生活，让美食与美德
同步。

享受美食的市民尽量到有
经营许可的场所消费，这样也
有利于执法者的集中管理。

让美食与美德同步

“五一”假期来临，趁
着放假带你去治治脸上的
痘痘吧。佐康是一家全国
连锁的专业祛痘机构，拥
有十年的祛痘经验，全国
治愈痘友数万例，由于它
从不宣称“无效退款”，而
是郑重承诺“不能祛除，全
额退款”，以完美和专业的
服务，赢得了港城痘友的
好评。

来佐康祛痘中心的几
名痘友都对佐康神奇的祛

痘效果交口称赞。孙女士
的痘痘长了快20年了，治
痘都成了她的心病，是同
事介绍她来这里祛痘的，
仅一个月的时间就祛除了
多年的顽痘，皮肤也变得
健康光滑。看来实实在在
的效果才是佐康祛痘中心
制胜的法宝。

通过中国高级康复理
疗师秦主任了解到：佐康祛
痘中心作为烟台首家专业
祛痘机构，落户烟台10年
来，凭着精湛的祛痘技术，
已为数千痘友解除了烦恼。
签约包制，专业祛除各种粉
刺、痤疮、青春痘、痘印、过
敏、痘坑、激素痘、毛孔粗
大、黑鼻头。当次见效、二十
天祛除。终身免费疏通毛
孔、全国联保免费。

“五一”有活动、你来我就
送
1、到店咨询即送68元产品
1份。

2、当天包卡祛痘按程度起
价收费。
3、当天治疗顾客赠送500

元产品。
4、会员购买佐康产品都有
额外赠送。
(本次活动只限芝罘区总
店和开发区分店，详情请
咨询店内)

芝罘佐康总店：6263931

开发区佐康店：6398791

烟 台 佐 康 网 站 ：
www.yantaiqudou.com

佐 康 总 部 网 址 ：
www.zkqudou.com

全 国 加 盟 咨 询 ：
18604606080 张经理

佐康祛痘，“五一”欢乐送
烟台佐康专业祛痘中心、寻找重度痘友免费祛痘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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