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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进小区，
助小区良性发展。11
月 6日，在居民的见证下，湖里悦
星园小区审计监督服务点正式揭
牌成立。作为全国首创之举，
小区
审计监督服务点将跟踪小区公共
资金运行全过程，并为小区做全
面的“经济体检”，为建设和谐小
区、
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湖里区审计局、徐厝社区党
委、悦星园小区业主委员会、高等
院校专家学者等相关人员参加此
次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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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仪式现场，面积并不大
的审计监督服务点受到小区居民
审计与工作指导，做一个全面的
的欢迎。该服务点按照 “一室多
“经济体检”
，帮助建立小区治理
用、便民利民”原则，不仅用于审
相关制度。
计工作，也可 作为 小 区的 “客
“成立小区审计监督服务点，
厅”，
让居民相聚于此，
沟通交流，
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帮助。”悦星园
增进邻里感情。
悦星园小区是一个无物业、 小区业委会书记、主任钟阳山感
慨地说，
“有时候业主会怀疑业委
仅靠业委会自管的小区，公共设
会存在账目不公开、不透明，甚至
施设备基本为零，各项管理较为
乱花钱的情况。现在有了审计监
混乱。本次将审计监督服务点设
在悦星园小区，将有助于手把手、 督服务点，让事实和数据说话，能
化解很多的矛盾和误会。”
面对面对该小区的账目进行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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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又是一年行道树刷
白时 ，
11月 6日开始，翔安公
路部门利用晴好天气，陆续对
翔安南路、翔安大道等管养道
路进行行道树刷白，为公路环
境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
翔安公路部门按照行道树
刷白的相关指导规程开展该项
工作，做好止口平整，高度一
致，不留死角，浓度、白度均匀，
保障行道树安全过冬。预计 11
月底，公路部门将完成管养 19
条道路的行道树刷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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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江诗丹顿的手表、
GUCCI包包、苹果手机……今
年 “双 11”，厦门海关将组织
13批次的罚没物品，于 11月
10日 10点起分场次在阿里巴
巴平台公开拍卖。昨日，该关首
次联合阿里巴巴采用网络直播
的方式，
由海关关员对存放罚没
物品的私货仓库、拍卖物品、海
关拍卖流程等相关内容进行介

绍，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淘宝上
详细了解拍品的情况。
据悉， 此次拍卖的标的物
主要为厦门海关在旅检渠道查
获并依法处置的涉案财物，类别
为美容仪器、护肤品、品牌鞋帽、
首饰、
箱包、
高档手表等。
据该关工作人员介绍，公开
拍卖是海关涉案财物主要的处
置方式，所得拍卖款将全部上缴
国库。
2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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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有序、温馨安全、绿色
文明、创新包容，是人人都向往的
小区生活，也是本次小区审计监
督服务点力争达到的效果。”湖里
区审计局主要负责人说，
“湖里区
审计局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制度，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实际
行动进一步扩大审计廉政文化的

影响力和覆盖面，提高居民的审
计意识和自警意识。”
据悉，悦星园小区审计监督
服务点是湖里区首个已建成的审
计监督服务点。接下来，
湖里区审
计局将每个月或每季度安排工作
人员前来监督检查、
指导帮助。
湖里区审计局主要负责人表
示，在小区设立审计监督服务点，
旨在指导社区做好业委会的财务
审计工作和小区业委会换届审

计，规范业委会财务开支。同时，
还将指导小区规范选择物业公
司，推动完善物业收费管理办法，
化解小区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
三方矛盾，确保公共资金和资源
使用的合规性、
合理性、
效益性。
接下来，湖里区审计局还将
在悦华园小区探索设置审计监督
服务点，并力争做到以点带面，最
终推广开来，尽全力当好小区公
共资金的守护者。 2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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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被形象地称为“盒子
鱼”。除了眼、
口、
鳍和尾部，
它们
的身体被盒状骨架环绕着。正因
为如此，它们在游泳时只能依靠
背鳍和臀鳍慢慢摆动前行。
箱 体形较小，成鱼体长一
般在15厘米-25厘米。它们通常
具有鲜艳的体色，成熟的雄鱼背
部有艳蓝色斑点，雌鱼和幼鱼则
没有。
箱 是底栖鱼类，
一般在沿岸
浅海岩礁区域活动，不喜欢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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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突出的嘴啃食附着在岩石上的
小型动物，
如甲壳类、
贝类等。
由于鳃盖无法活动，因此，箱
呼吸时只能张开口部，让水从
口腔流入鳃部。箱 虽然游泳能
力弱，但是能前后左右自如地游
动，还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定点停
留、
原地打转、垂直爬升或向下俯
冲等。当遇到敌害时，
箱 会分泌
一种毒素吓跑对方。如果敌人胆
子很大，
箱 就会加速尾鳍运动，
迅速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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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答须知：扫码关注“鹭海
潮” 或 “厦门南方海洋研究中
心”微信公众号，以了解更详细
的内容（每周五发布）。参加本期
活动的市民将有机会免费参观指
定的海洋主题展馆，具体规则归
市海洋发展局解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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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10月 31日，娃哈哈
集团在 杭 州下 沙第 二 生产 基地
举办娃 哈哈 新 品征 求意 见 与推
广创意大赛（简称娃哈哈创意大
赛）发布会。娃哈哈创意大赛面
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将于 11月 5
日至 12月 31日 在全 国范 围 内
举行。

据介绍，本次创意大赛将围
绕娃哈哈 2020年的 6款新品展
开，
娃哈哈将投入上千万元，为全
国 1000所高校免费提供 PH9.
0
苏打水、藜麦牛奶、藜麦牛奶粥、
黑糖奶茶、优的乳、九种坚果等 6
款、
12万箱新产品。
近两年来，娃哈哈坚持以优

质产品力为根基，以更贴近消费
者的营销方式为手段，稳扎稳打，
为品牌与消费者构建情绪共鸣、
价值共生的关系。娃哈哈创意大
赛的举办，直接反映出了娃哈哈
在研发、
设计、生产及营销环节做
出的深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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