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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不安全 市民可看可问可查

深圳第二批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出炉，昨举行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开放日活动

在外吃饭如何吃“好”？继京基100KK-mall 购物广场与深圳市欢乐海岸广场荣获深圳首批“广东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后，罗湖万象城购物广场

和龙岗星河 COCO Park 购物广场日前成为深圳第二批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

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局昨日举行的“深圳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开放日”中，市民走进最新创建的两条省级餐饮服

务示范街，在繁华而舒适的购物广场中品尝特色美食，还亲自到餐饮服务单位的厨房重地进行监督，用“火眼金睛”检验示范单位的食品制作过程。

现场花絮

市民走进厨房重地监督食品安全

“这个案板为什么是白色的，切哪类食物用的？厨房多久清洁一次？”在罗湖区万象城购物广场迎喜皇宫，前来参观的10多位市民对厨房的每个

角落都进行了仔细检查，甚至连餐馆的米缸都去翻了一翻，“这种米很香啊，是哪里生产的？”市民赵阿姨还用手摸摸洗碗设备，亲自检查设备是否干

净。每个设备的用途、用完后如何清洁等信息，赵阿姨都一一询问清楚。

罗湖区万象城购物广场是深圳今年创建的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的一员，由所属华润中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美食广场既有迎喜皇宫、江南厨

子、面点王等中式餐饮，也有禾绿、美乐汇、新罗园等日韩料理，还有星巴克、金勋大卡司、（COSTA）悦达咖世家等甜品冷饮。

前来参观的陈阿姨告诉笔者，她很早就想报名参加示范街开放日活动了，希望能看看餐馆的食品安全做得怎么样？餐馆把关是否到位？“食品安

全是头等大事，品尝美食并不是我来参观的目的。过去我们只是在前面的餐馆吃饭，看不到后面厨房的运行状况，今天我就是来厨房一探究竟的”。

同样是深圳今年创建的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在龙岗 COCO Park 购物广场，每家餐饮单位的门前都能看到食品安全知识宣传资料架，消费者可免

费取阅食品安全消费提示资料。市民还能清晰地看到餐饮服务单位的证照、食品安全量化等级公示和食品安全公示栏。在按照省级标准公示的基础上，

示范街还要求餐饮单位公示该店的食品安全组织机构、投诉电话和单位自查信息，将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到企业主体。

作为龙岗区首家大型综合型购物中心，龙岗 COCOPark 集合奢华购物、休闲、娱乐、餐饮、运动、商务、教育、亲子等八大功能于一体。27 家



餐饮单位全部参与了食品安全创建活动，包含圣丰壹号、九毛九、汉拿山、黄记煌等一批国内外知名风味的品牌餐饮公司。

面对琳琅满目的美食，前来参观的市民却更关注美食背后的制作过程，现场疑问不断。此时，每个示范店设置的两名食品安全咨询员，就成为了

食品安全管理的真人“百科全书”。肉制品如何检？肉制品如何保鲜？厨房重地如何保持卫生……一连串的问题都被抛到了食品安全咨询员面前。对于

消费者的疑问，店里的值班食品安全咨询员没有丝毫紧张，而是用专业又易懂的话语一一解答。

“我觉得这种释疑是食品安全管理更重要的部分。”前来参观的市民沈小姐表示，抛开对每个餐饮单位的安全量化评级以及各种示范称号，向市民

开放厨房，公开食品制作过程，解答市民对食品安全的疑问，让食品安全管理也暴露在阳光下，才能让市民的监督真正发挥作用。

事实上，为了更好地接受市民监督，每一家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的信息，都能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如果有市民掌握切实的

证据需要举报，还可以直接按照示范店里“食品安全公示栏”中提示的投诉电话进行举报咨询。在各餐饮单位建立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档案》

及相关记录上，管理部门可以随时检查餐饮单位的管理信息。

据深圳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工程（包括示范单位、示范街、示范区）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近30年来首次对餐饮业开展的创建范围最广、给予最高级别的荣誉，授予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成绩突出、具有积极的行业示范带动作用的企业、个人

或管理组织。

而深圳的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的创建，还在按照省级示范标准执行的基础上，制定了市级、区级示范考核标准，对于深圳市食品安全示范街或示

范单位的食品安全，消费者都能“看得到、问得到、查得到”，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吃得放心”。

创建措施

向社会公开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在新鲜出炉的两条示范街餐饮服务单位前，市民都能看到每家餐饮单位签署的《食品安全责任协议书》、食品供应商索证资料审查表、餐饮单位食

品安全综合管理排查表等。餐饮单位四季豆等食品安全加工操作是否符合安全规范，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存放是否存在交叉污染，都在排查表上

一一列明，连餐饮单位使用的大米检验报告书、使用添加剂情况也一并展示。

事实上，在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的创建中，餐饮单位的主动参与更为重要。本次出炉的两条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里，餐饮单位都制定了相关的管

理制度，并在日常管理中落实，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示范街的客服中心、主要门店都建立了消费者服务站，方便及时有效地处理顾客的现场投诉，同时，还引入了食品安全义工、增设消费者权益保

护站等。目前，深圳开发了示范工程信息平台，让示范餐饮单位与监管部门建立畅通的沟通服务机制。

为保持创建示范街的成效，物业部门均制定了长期检查机制，并依据《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综合管理自查表》，定期对餐饮单位进行检查，对于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租户进行沟通，督促其尽快整改。

“我们更关注进驻的餐饮集团的实力，首先考虑餐饮单位的管理水平和资金实力。”华润万象城营运负责人刘经理坦言，万象城并不缺乏人流量，

因此对每家餐饮单位都要严格把关。

据了解，进驻单位装修前就有审图环节，物业管理部门会检查图纸设计是否符合市场监管部门的要求，厨房的配套设施是否符合标准等。餐饮单

位装修时，还有厚厚的装修指引，以保证厨房配备的设施都符合标准，开业前还有竣工验收进行最后把关。

而在日常的运营方面，物业管理部门每月都对餐饮单位进行巡查，一一检查餐饮单位的运行细节。刘经理表示，排油烟机排出的空气质量是否达

标等问题都会排查，“告诉他们存在什么问题，让餐饮单位不断改善”。

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的创建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政府监管部门的统筹和组织不可或缺。深圳市政府去年批示，由市食安办发文统筹18个单位共同

开展创建工作，此项创建工作得到深圳市财政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拨付专项创建经费用于“十二五”期间示范工程创建工作。

统一亮证、统一标识、统一分类标示、统一制度上墙、统一公示宣传、统一档案管理，是创建单位要做到的六个“统一”。创建之初，深圳市场监

管局就组织了各创建单位进行培训，餐饮商户参与率达100%。培训内容涵盖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食品采购索证索票

管理规定、深圳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规定等，让所有餐饮达到标准上的统一。

除了理论规范的培训，市场监管部门还组织了创建单位到先进的管理单位进行参观学习，通过现场培训解答疑问、问卷考核等方式，提升创建单

位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创建中，每家店都要保证有2名以上食品安全管理员，管理员必须尽责到位。

谭志伟曾经在香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如今，他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食品安全监管顾问。在他看来，深圳的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的实

施水平很高，他也希望能将香港的食品安全经验和深圳监管部门交流，共同提升深圳的食品安全质量。

创建效应

示范街创建单位销售额最高增四成

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的创建还给餐饮服务单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除了就餐环境的改善，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外，由于整体形象的提

升，场内餐饮商户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据深圳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创建初期，两条示范街区内51家餐饮单位量化 B级以上的整体比率仅为60%。其中，深圳市龙岗区星河 COCO Park

购物广场27家餐饮单位全部参与了食品安全创建活动。罗湖区万象城购物广场的23家餐饮店餐饮量化等级此前全部在 B级以上，其中6家为 A级，优良

率只有41%。

经过示范创建后，两条省级示范街优良率现已提升至 100%；所有单位均设置食品安全公示栏等有关宣传标识，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各项指标均



达到广东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考评标准。今年6月27日至7月2日，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对罗湖万象城和龙岗星河 COCO Park 购物广场的57家餐饮

服务单位进行了抽检，项目覆盖食品成品、食品原料、食（饮）具、与食品接触用具，共抽检626批次，合格率为100%。

这种看得见的安全也给示范街的创建单位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示范街创建单位的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比如，龙岗

COCO Park 的九毛九、汉拿山等商户成为全场经营上升最大的商户，仅2013年9月和10月，餐饮商户的整体销售额同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5%，41.6%。

深圳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东莞、惠州等全国其他城市已开展的创建效果表明，创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实现了双丰收，安全、诚信的餐饮单位得到了消费者与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同。

【相关】

吃饭先找“笑脸” 餐餐吃得安心

深圳今年新增130家食品安全量化 A级单位，三种“笑脸”公示牌对应食品安全等级

在福田区工作的程曦，工作忙碌，每周没几天能在家里吃。过去，每到午餐时间她就无比纠结。“在外吃饭最怕吃到地沟油、不卫生的食品，自己

也不可能每家都去品尝体验。”这让程曦相当苦恼，在外吃得不安心，总是有一种漂泊感。不过，如今她却不再为在外吃饭发愁，每天都跟着“笑脸”

去吃饭。

程曦所见到的“笑脸”，是“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牌”。“大笑”、“微笑”、“平脸”卡通形象分别对应食品安全量化 A级（优）、B级（良）、

C级（一般），颜色分别是绿色、黄色和红色。等级越高，代表食品安全风险越低。

这个“笑脸”并非一成不变，若餐馆食品安全做得不好，时刻会“变脸”。在公示牌上还附有投诉举报电话，消费者随时可以对餐馆进行监督。程

曦告诉记者，店里工作人员的健康证、食品添加剂、大宗食品采购等信息都能看到，让人感觉很放心。随着深圳餐饮水平的提升，安全系数更高的餐

饮服务示范单位陆续创建。

据了解，深圳市现有许可的餐饮服务单位已达5.7万多家，数量居广东省第一位，全国第四位。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监管

问题成了市场监管部门的一大难题。

如何为广大市民创建更多放心的就餐场所？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十二五”期间有关工作部署，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将餐饮示范服

务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列入2013年“民生实事”之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为深圳市民交出了今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创建工作的“成绩单”。

在这份“成绩单”上，深圳今年又新增食品安全量化 A级单位130家，整体较2012年数量增加了25%，创造了深圳历史上增幅的最高纪录。部分餐

饮单位在创建过程中，厨房由原来的“脏、乱、差”，转身变成和就餐场所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整洁、规范的餐饮单位，敢底气地十足地迎接消费者随

时参观、监督。

此外，深圳去年已创建各级示范单位614家（其中省级示范单位61家、市级202家、区级351家），2013年有2家单位被取消示范资格。今年，深圳又

创建了2条省级示范街（共含创建单位51个），创建市级示范单位8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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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开放日”

体验“深圳特色”安全美食

昨日，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深圳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开放日”，邀请热心市民一起体验罗湖万象城和龙岗星河 cocopark 的美食。

星河 cocopark 购物广场是龙岗区首家大型综合型购物中心，集奢华购物、休闲、娱乐、餐饮、运动、商务、教育、亲子等八大功能

于一体，27 家餐饮单位全部参与了食品安全创建活动，市民首先来到了这里的九毛九山西面馆。

一进店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玻璃隔起来的透明厨房，里面的四位面点师傅正忙得不亦乐乎，看到这些，市民们立刻凑上前去观看

师傅们包饺子的过程。餐厅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这里的面食都是手工现场生产的”，之所以设置这样一间“透明厨房”，一方面是“想让

消费者能够近距离地观看到所有面食的手工制作过程，强化顾客体验”，更为重要是“能够让消费者对厨房的卫生等方面状况一览无余，

让他们吃到放心的食品。”

随后，市民们来到了隔壁的壹食尚鲜鱼锅店。为了让市民们直接观看到手工鱼蛋、鱼饺等特色食物的制作过程，店家特地把厨房搬到

了门口，让大厨为市民们现场制作美食。“为什么你们的手工鱼蛋会这么 Q弹呢？是不是里面添加了弹力素？”市民赵女士现场发问。“我

们手工制作的鱼蛋、鱼饺这些食物是没有放任何添加剂的，制作中所采用的食材鲮鱼都是用刀一层层地剔下来的。之所以很有嚼劲是因为

鲮鱼肉加点盐后就会产生反应，变得充满弹性，这是食材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秦师傅一边捏着鱼蛋一边耐心地解答。同时，他提醒市

民们应该尽量少购买弹性十足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里面很可能加了食品添加剂。”

第二站是罗湖区万象城购物广场，里面的美食广场既有迎喜皇宫、江南厨子、面点王等中式餐饮，也有禾绿、美乐汇、新罗园等日韩

料理，还有星巴克、金勋大卡司、(COSTA)悦达咖世家等甜品冷饮店。23 家餐饮店餐饮量化等级全部在 B级以上，其中 6家为 A级，在这

里可以安全地品尝来自天南地北的各色美食。参观完迎喜皇宫后，赵女士决定下个星期带亲戚过来吃，还带头办起了会员卡，“这里环境

很大气，容积大，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消毒柜里一点异味都没有，以前以为这里很贵，没想到价格这么优惠。”

深圳今年新增两条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

深圳市第二批省级餐饮服务示范街已出炉，81 家市级餐饮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已通过市级审核。截至目前，深圳省级示范街达到 4条，



分别是 2012 年创建的南山欢乐海岸、罗湖京基百纳广场与今年创办的罗湖万象城和龙岗星河 cocopark。

据了解，深圳市现有许可的餐饮服务单位近 5 .7 万家，数量居广东省第一位，全国第四位。2012 年度已创建各级示范单位 614 家(其

中省级示范单位 61 家、市级 202 家、区级 351 家)，2013 年有 2家单位被取消示范资格。

2013 年新创建省级示范街 2条（含创建单位 51 家），新创建市级示范单位 81 家。

两示范街抽查合格率达 100%

餐饮服务示范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非常严格，今年 6月 27 日至 7月 2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罗湖万象城和龙岗星河 cocopark 购物广

场的 57 家餐饮服务单位进行了抽检，项目覆盖食品成品、食品原料、食(饮)具、与食品接触用具，共抽检 626 批次，合格率为 100 .0%。

安全就餐场所逐渐增多

食品安全示范街、示范单位不断增加，仅 2013 年 A 级单位就新增 130 家，整体较 2012 年数量增加了 25%，是深圳增幅的最高纪录。

部分餐饮单位经过创建、提级，厨房由原来的“脏、乱、差”，改变为厨房和就餐场所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整洁、规范，敢底气十足地欢

迎消费者随时参观的餐饮单位逐渐出现。

示范街创建带动经济效益

食品安全示范街的创建，带来的不仅仅是就餐环境的改善，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另一方面，由于整体形象的提升，场内餐饮

商户得到消费者的高度认可，经过调查，示范街创建单位的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比如龙岗 Cocopark 的九毛九、汉拿山等商户成为全

场经营上升最大的商户，仅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餐饮商户的整体销售额同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5%、41.6%。

背景

“食品安全示范”

是食品安全管理的最高荣誉

据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处有关负责人员介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工程(包括示范单位、示范街、示范区)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近三十年来首次对餐饮业开展的创建范围最广、给予最高级别的荣誉，授予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成绩突出、具有积极的行业示范带动

作用的企业、个人或管理组织。

通过上海、武汉、东莞等全国其他城市及深圳已开展的创建效果表明，创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实现了

双丰收，安全、诚信的餐饮单位得到了消费者与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同。



解读

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

如何与众不同？

“三个到”示范标准，提供便民服务

在按照省级示范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有市级、区级示范考核标准，使深圳市食品安全示范街或示范单位的食品安全，保证消费者能“看

得到、问得到、查得到”，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吃得放心”。

“看得到”：消费场所的醒目位置可以看到该店的证照、食品安全量化等级公示和“食品安全公示栏”，在按照省级公示标准的基础上，

另要求公示“该店的食品安全组织机构、投诉电话和单位自查信息”，促进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省级示范街和省级示范单位均设置有食品安全知识宣传资料架，并配发食品安全消费提示资料，供消费者免费取阅。

“问得到”：要求每个示范店设置两名食品安全咨询员，如消费者对餐饮示范单位的食品安全有疑问的，可以直接和该店的值班食品安

全咨询员进行咨询交流。

“查得到”：如需要查证是否为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可以登录市场监管局官方网站查询；如有证据需要举报的，可直接按照该店“食品

安全公示栏”中提示的投诉电话进行举报咨询。管理部门需要检查餐饮单位更多的管理信息，可以查看各餐饮单位建立的《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管理档案》及相关记录。

创建过程体现深圳特色物业管理“软硬都要抓”

2012 年，市政府批示由市食安办发文统筹 18 个单位共同开展创建工作，市场监管局自今年 2月起开始组织实施创建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示范工程的实施方案，在创建过程中注意打造深圳特色，着力营造“争创食品安全示范，共建食品安全深圳”氛围，给老百姓看得见的

实惠。

强化培训考核 餐饮实现“6统一”

创建之初，深圳市场监管局积极组织各创建单位进行相关培训，餐饮商户参与率达 100%。培训内容涵盖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深圳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规定等，让所有餐饮实现了 6个“统一”：

统一亮证、统一标识、统一分类标示、统一制度上墙、统一公示宣传、统一档案管理。

此外还走访先进管理单位参观学习，推行“五常法”、现场培训解答疑问、问卷考核等方式，全面提高创建单位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创建中，不仅要求每家店都保证有 2名以上食品安全管理员，还要求管理员必须尽责、到位。

万象城物业管理：“软硬都要抓”

两条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内餐饮单位积极参与创建，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在日常管理中积极落实、签署《食品安全责任协议书》等协

议，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积极落实解决方案，配合整改，表现出极大热情。

万象城购物广场是深圳商业的名片，由华润中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在场内餐饮店管理方面，营运负责人刘经理称“软硬都要抓”。

餐饮店要进驻万象城可没那么简单，他们首先要通过物业管理公司的审核，“我们进行审核时主要看的是集团的实力，尤其是看它有

没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管理水平，并不是第一时间就考察口味好不好，如果是大型连锁企业会优先考虑。”刘经理说。

万象城的经营模式是租赁合作，租赁方要负责全套租赁设备配套，“我们有厚厚一沓装修指引，会规范到流程，厨房配备标准等，租

赁方要按照我们的要求配置设备。”刘经理说。在店铺开业前，物业管理方还会进行竣工验收，检查是否达到了装修指引的标准，如排油

烟标准是否达到排量，厨房配套如何，面积是否合理等，确保符合政府标准。

进了万象城的门可不意味着就一劳永逸了，物业公司还有一套日常的餐饮管理体制。“我们有专门的部门监管租户卫生，内部配有食

品监管员，会检查商户的油烟管道是否清洁，灶台环境是否到位，每个月都要巡查，查了之后会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做一个反馈，促进

不断提高。”刘经理介绍。

除此之外，物业公司还组织培训，请专家过来现场指导，并跟商家签了协议，“商家要承诺做到什么样的餐饮管控标准，如果做不到

承诺，尤其是管理方面做不好，我们会在租期调整上有一些安排，管理做不好的店是不能让它留在万象城的。”刘经理说。“万象城是不缺

客流的，一个管理不好的商家在后续经营上会有较大问题，餐饮店可以吸引客流，管理好才能相得益彰。”

据市场监督局介绍，为了长久地保持本次创建“广东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并且进一步对餐饮单位进行餐

饮服务及食品安全质量的把关，物业方面制定了长期的检查机制，协助监管部门落实各项管理制度，依据《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综合管理自

查表》，定期对餐饮单位进行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租户进行沟通，督促其尽快整改。

五大措施“引进门”、“立规矩”、“扬示范”

由于示范创建工作为我国历年来首次大幅度开展，标准高、范围广、进度紧，而深圳市餐饮示范点创建数量为全省最多，许多餐饮单

位缺乏认知度、积极性不高。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五大措施“引进门”、“立规矩”、“扬示范”。

宣传培训指导。市局、各分局召开大型示范创建动员培训会、座谈会 20 多次，并邀请香港“五常法”教授讲授推行“五常法”，省食



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处领导也亲临深圳指导、培训。业务骨干全面检查、跟进，结合业务辅导老师上门服务。

编制并免费下发示范宣传资料。包括“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食品安全宣传资料架”、“食品安全管理档案盒”、“加工区标识”、“制

度”等示范宣传资料 7大类 77 种 50 万多份，建立全市统一标准的《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档案》。

多渠道、多方式的场内宣传，全员行动参与创建工作。示范街外景设有巨幅 LE D 屏定时播放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在购物中心出口、

免费接送巴士停靠点、地铁、公交等客流集中区设立餐饮安全宣传栏；示范街内主要出入口设置餐饮示范街导视宣传栏和摆放宣传材料，

向顾客介绍示范街餐饮基本情况；每家店铺门口明示的食品安全示范街创建宣传；在客服中心、主要门店创建消费者服务站，以及时有效

地处理现场发生的顾客投诉事件。

此外，相关部门还建立了“深圳餐饮示范 Q Q 群 71722691”，现已有 500 名申报示范街和示范单位的餐饮单位和监管人员实现在线交

流，解答相关疑问，提供在线指引材料 153 份，方便随时指引餐饮单位创建。引入食品安全义工、增设消费者权益保护站是特色服务。

文、图/朱凌 华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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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频道报道 住在泰宁花园旁边的居民反映，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综合楼的楼道里堆满了生活垃圾，楼梯上还随处可见一坨坨的狗屎。

据居民介绍，水库市场综合楼是一个商住两用楼，楼下三层商铺，四到六楼是住家。原本泰宁物业公司会定期派人来打扫卫生。最近保洁人员却

不再出现了。原本这里的业主都是跟泰宁物业的人对接，但是最近旧物业的电话已经没有人接了。他们住的居民楼一时间就成了插花地。居民表

示，原本泰宁管理处会定时收取管理费。自从今年开始，就没有人再来收取管理费了，究竟管理费交到了什么时候，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泰宁花

园新进驻的南油物业管理公司表示，旧的泰宁物业公司最近已经撤离了。南油物业在招投标的时候，水库市场综合楼并没有被列入管理的范围之

内。南油物业是有意接受水库市场综合楼的管理。但是就管理费用的问题，还需要物业与业主达成统一意见。南油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

于近期和业主代表就管理费问题进行协商。泰宁花园所属的翠竹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街道和社区也将积极协调，尽快促成南油物业和业主之

间的物业管理合同。

■都市频道报道 半年前，一个年轻女子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生下女儿后自个儿走了，却将孩子“留在”医院至今，在深圳市人民医院新生

儿病房里。只有 5个月大的小璐，已有 18斤重，而且已经学会了坐，对站立和走路跃跃欲试。护士长介绍，今年 5月，一名 26岁女子生下小璐

后，还欠着 8000元的医疗费就不见了踪影，院方几次联系，孩子母亲却百般推脱。小璐就这样被“留”在了医院里，10月 30日，孩子母亲却又

再次现身，院方在核实女子身份时，才知道她姓张，但她却没有将小璐带回家。院方介绍，小璐虽然是早产，但是现在身强体壮，而且十分乖巧

可爱，科室的医护人员自发给小璐准备婴儿床和衣物、玩具。护士长透露，小璐应该是非婚生育的孩子，档案中没有父亲的资料。院方表示，小

璐在医院救治的欠款可以不予追究，但希望孩子可以在正常家庭中长大。深圳市人民医院表示，早在 5月份，已经向辖区派出所报了警，但由于

小璐母亲留下了联系方式，虽然未前来领走孩子，但是还不能认定为弃婴。如果孩子的母亲仍然不现身，医院下一步可能会将孩子送往福利中心。

■公共频道报道 陈先生家住罗湖区怡景花园别墅，11月 27日早上，他如常起身上班，下到 1楼却见到家里面是一片狼藉，自己的宝贝

被人偷了。监控显示，犯罪嫌疑人逐家逐户观察后，选定了陈先生的别墅，他轻松地从门边围栏翻入了花园，然后从一楼卧室窗户爬进了别墅里。

犯罪嫌疑人在别墅盗取了两万元现金和两块翡翠观音玉之后，他再次翻围栏离开别墅。嫌疑人并没有直接销赃或回到家里，而是去广州鉴定两块

观音玉。警方在其活动范围蹲守数日，12月 2日下午，在罗湖区人民南路附近的如家酒店将其逮捕，缴获现金 2千和翡翠观音玉 2块。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许某在 2004年因抢劫罪入狱 7年，今年才刑满释放。11月来到深圳，一直无业，没有固定住所。目前，许某因涉嫌入室盗窃已被刑

拘。



■公共频道报道 11日上午，有爆料人给记者发送一张女童被打到口肿脸肿的照片，说这是被女童亲生母亲下重手打的。记者走访后虽然

没有找到当事人，不过多位邻居都表示确有其事，甚至连女童的外婆都骂自己的女儿太过残忍。爆料人的指引布心水围村 6栋 3楼，一位男住户

表示，邻居是一位单亲妈妈，长期把自己五岁半的女儿锁在屋内，经常听到她女儿被打后的哭声。从其他住户了解到，他们从没见过女孩的父亲，

也不知道母女俩的名字，只知道这位女租客每天都早出晚归，近几个月女孩就整天被反锁在屋内。听到被打的哭声，邻居大多都不过问，但房东

就表示，她曾多次出面劝阻，但考虑到毕竟是别人家的事，最终都没有选择报警。至于这位妈妈狠心打亲生女儿的原因，房东表示可能是由于单

亲带孩子，又要忙工作，加上女儿又比较调皮所致。目击者：外婆骂施暴的女儿不是人但是一位清洁工就表示，自己上月曾帮着带过女孩，这位

妈妈对女儿很好，只是偶尔孩子闹事了才会教训一下。照片拍摄地点是一家米粉店。店员和老板都表示，上星期女孩的外婆得知外孙女被女儿施

暴后，特地坐高铁从武汉来深圳，婆孙两 10日回了老家。记者随后把情况反映给东湖街道妇联，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到场，但暂时没能联系

上涉事的母亲。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加派人手走访，倘若多位居民反映的情况属实，他们会第一时间介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