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歌嘹亮 燃情云端
首都航空举办“八一建军节”红色航班活动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之

际，为讴歌人民解放军对伟大祖国

和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颂扬人民

解放军为保卫祖国用血肉筑起的

钢铁长城，同时展示首都航空拥军

爱党、团结积极的企业精神面貌，

客舱管理部在 JD5757 北京-长

沙航班上举办了“军歌嘹亮，

燃情云端”八一建军节红

色航班活动，持续推动

党建上蓝天，让英雄

精神在新时代绽

放新的光芒。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滴滴鲜血染红它；世上有朵

英雄的花，那是青春放光华，花载亲人上高山，顶天立地迎彩霞……

旅客朋友们一步入客舱，映入眼帘的是精心布置的客舱，红旗

飘飘；萦绕耳边的是《绒花》这首登机音乐，浓浓的建

军节活动氛围。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了中华民族的

独立和解放，用鲜血

和生命铺筑了通往解

放的道路。在今天和

平的年代里，中国人

民 解 放 军 为 保 卫 祖

国、保卫人民默默付

出。活动开场主持人

致开场词，代表首都

航空致敬最可爱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最可

爱 的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我们为你自豪，为

你欢呼,为你祝福。”

乘务员步入客舱为旅客发小国旗，伴

随着《红旗飘飘》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旅

客朋友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敬之情

油然而生。随后主持人为旅客朋友们讲

述了建军节的设立原因、发展历程，让旅

客朋友们更加了解建军节的意义。

八一南昌起义的炮声将地球震动，湖

南秋收起义的枪响把九州唤醒，中国革命

的星星之火燎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值得我们骄傲。

乘务员身着军装，气势昂扬地为旅客

朋友们朗诵《军魂》，旅客朋友们听着热血

澎湃，纷纷鼓掌。

航班开展“八一建军节的知识问答”互

动环节，对八一建军节的由来、《八一起义宣

言》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等内

容进行讲解，通过问答互动的活动模式让大

家更加了解建军节的内涵。乘务员为积极

参与互动的旅客赠送礼品并合影留念。

军歌嘹亮，燃情云端。新征程号角吹

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将士们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人民子弟兵为祖国决胜疆场，不

惧强敌敢较量。

主持人邀请旅客积极参与军歌《强军战

歌》合唱，共同庆祝建军节，与此同时旅客朋

友们挥动手中的小国旗，军歌在云端回荡，

燃情整个客舱。

丰富多彩的机上活动，乘务员热情、主

动、周到的服务，迎来了旅客朋友们的肯

定。两位旅客在活动结束后，在精美的首航

明信片上写下了寄语。

首都航空客舱管理部通过特色创新的

活动方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

年，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代

表首都航空致敬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从

而积极践行辽宁方大集团“经营企业一定

要对政府有利、对企业有利、对员工有利、

对旅客有利”的企业价值观。（岳丽鹃）

保障组合影。

主持人致开场词。

客舱旅客互动。

旅客参与问答。

明信片寄语。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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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兵）一位顾客连续 3 天

都点同一种外卖餐食，每次都给出差评，理

由是菜没有放盐、饭菜内有异物等。被投诉

的北京某餐饮门店的老板表示疑惑：店内用

餐的消费者极少反映吃出异物等情况，外卖

用的食材、操作过程与店内一致，为何屡屡

出现问题？他怀疑被“恶意投诉”，遂反馈给

了外卖平台。近日，在各方协商下，顾客撤

销了投诉。

外卖平台一些商家被消费者“碰瓷”，“恶

意投诉”的情况并不鲜见。近日，河南开封一

女子点外卖后谎称吃到铁丝，发出带有血迹

的照片向商家索赔。然而，商家发现这是该

用户第二次用同一张照片索赔。

该商家联系了周边门店后得知，周边不

少门店都被该女子投诉过，理由都是吃出铁

丝，并且都被索赔了 50 元~100 元不等的赔偿

款。外卖平台核实后表示，该用户共发生过

177次索赔投诉。目前，该用户的账号已被平

台封禁，多个商家已向当地警方联合报案，警

方也已立案调查。

对此，北京市海淀区消费纠纷调解员任

鸿认为，外卖交易中，因商品脱离商家视野，

在商家无法提供抗辩证据的情况下，消费者

很容易“恶意投诉”。“如消费者在外卖中加入

异物，然后拍照说是商家所为，很难辨别真

假。但如果消费者经常投诉，难免露出马脚，

平台后台也有投诉记录，可以识别出来。”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明表示，

如果没有投诉机制，就会损害消费者权益；但

如果机制不够完善，就会因为纵容“恶意差

评”导致商家正当权益受到伤害。消费者“恶

意投诉”显然不受法律保护，这种行为首先涉

嫌诈骗；其次，要求商家赔偿甚至威胁商家，

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

有些“恶意投诉”的消费者已受到法律制

裁。去年，武汉一男子在 6个月内向平台恶意

索赔 115笔订单，骗赔总金额近 2万元。法院

认为该男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

额较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

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 8 个

月，并处罚金 5000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认为，外卖平

台应该完善投诉机制，维护商家合法权益，保

持“生态平衡”。他建议商家、平台，遇到可疑

投诉，不要一味赔偿息事宁人。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张韬也建

议，外卖平台应进一步改进相应技术手段、建

立健全投诉奖惩机制、畅通申诉渠道，进一步

压实平台责任，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

时，也能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

有消费者连续 3天投诉同种外卖餐食，还有的以吃出铁丝的同样理由向多个商家索赔

外卖投诉中的恶意“碰瓷”该治治了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中国消费者协会 8
月 2日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

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上半年，消费者投诉总

体呈上升态势，其中，网购生鲜食品不新鲜、堂

食中使用预制菜未告知等被点名。中消协建

议，加强对预制菜等新业态研究。

中消协指出，近年来，相关行政部门在守

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但是仍有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主要

包括：预制菜菜品标识不详细，外卖、堂食中

使用预制菜未告知，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受

到损害；网购生鲜食品不新鲜，如用死鱼、死

虾冒充活鱼活虾，用冷冻肉冒充新鲜肉等。

此前，有消费者吐槽称，大老远跑去餐馆

吃饭，没想到吃到了预制菜，早知道是预制菜

还不如在家点外卖。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商

品和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菜品是不是现场

做、是否足够新鲜，消费者享有知情权。

中消协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对预制

菜等新业态研究，强化从业人员资质、进货渠

道管理、标签标注等规定，防范食品安全风

险。同时，线上线下食品经营者应当严格落

实有关法律规定，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特

别是在生鲜、进口食品方面，要杜绝违法添

加、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

中消协建议加强对
预制菜等新业态研究

本报讯 （记者赖书闻）记者日前从海南

省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

前 ，海 南 共 办 理 禁 塑 类 案 件 1724 宗 ，结 案

1308宗，罚没款 243.61万元，查扣违禁塑料制

品 1506余万个。

今年以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了《执

法办案工作要点》《民生领域执法办案“铁拳”

行动方案》，将禁塑类案件列为重点执法领

域，明确各市县禁塑类案件的办理数量目

标。定期以明察暗访、实地检查方式为主，对

各市县执法情况进行督导，对责任落实不到

位的单位进行督办，将禁塑执法情况通过执

法简报进行通报。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副局

长符毅介绍说，海南还强化联合执法工作机

制，制定印发《关于加强禁塑联合执法工作的

通知》，从持续高度重视禁塑执法工作、联合

行业监管部门开展执法、充分利用信用监管

手段实施联合惩戒、持续加大宣传和案件曝

光力度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同时，持续开展监督抽查和进行实验室

能力提升建设。制定 2022年省级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计划，将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列入监

督抽查范围，计划对生产领域抽查 10个批次，

流通领域抽查 70 个批次，目前正在按程序实

施监督抽查工作。全力推进“降解材料质量

安全评价与研究”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

建设，为禁塑提供有力技术保障。

海南严惩违反禁塑规定行为

本报讯 （记者王冬梅）近日，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对 8月份全国自然

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经研判，8月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如下：

嫩江、松花江、辽河、浑河、太子河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滦河、海河北系、珠江流域西江等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

水；长江上游及汉江、太湖、海河南系、黄河中下游及沂沭泗水

系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东北、华北、华南东

南部、内蒙古大部、西北东北部、青藏高原西北部等多雨区内

山洪、城市内涝、风雹等灾害风险较高。

8 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能有 3~5 个台风生成，

较常年同期（5.6个）偏少。华南、江南等沿海地区台风灾害风

险较高。我国沿海可能出现灾害性台风风暴潮过程 1~2 次，

灾害性温带风暴潮过程 1次，近海海域可能出现 4米以上灾害

性海浪过程 3~4次。

新疆北部、华东、华中、西南东部和西部等地高温（≥
35℃）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阶段性高温热浪。

受台风、降水以及前期降雨叠加影响，华北、东北、西北东

南部、东南沿海地区、中南和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受强降水和高温影响，8 月份农业生产可能出现“两头

涝、中间旱”，东北和黄淮海常年抗旱的地区可能要抗涝，长江

中下游常年防汛的地区可能要应对高温干旱。

多部门会商研判

8月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发布

本报北京8月3日电 （记者杜鑫）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

部获悉，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初步核

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 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主要经

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具体来看，海洋传统产业呈现恢复态势。海洋原油、海洋

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7.4%、12.4%。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0.1%、3%；海洋客运量同比下降

41.7%，降幅较1月~5月收窄2.9个百分点；海洋货运量同比增长

1.4%，增幅较1月~5月扩大0.4个百分点。全国新承接海船订单

同比下降 18.9%，降幅比 1月~5月收窄 4.8个百分点，高端船舶

LNG船的新承接规模达我国历史最高水平；海船完工量、新承

接和手持订单量等 3大造船指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重点监测

的海洋旅游企业中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占比超过 7成，但调研

显示有超过8成的受访者在未来3个月有海洋旅游出行意愿。

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总体良好，下半年企业信心增

强。调研显示，57.7%的海洋新兴产业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实

现同比增长，67.7%的企业预期全年营业收入实现增长。沿海

地区风力发电量同比增长近 20%，但受海上风电补贴政策

2021年底到期影响，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同比下降 83.1%。

此外，海洋领域融资规模呈增长态势，企业融资需求强

烈。海洋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涉海产品进出口额涨跌互现。

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4.2万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8月3日，游客在赤水丹霞旅
游区大瀑布游玩。

随着暑假的到来，贵州省赤
水市各景区游客量明显增多，旅
游市场逐渐升温。近年来，赤水
市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推出一系列旅游产业扶持优惠
措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
览，有力地促进了旅游市场回暖
复苏。

新华社发（王长育 摄）

贵州赤水
暑期旅游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