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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工商动态

本期关注 维权

春节时亲戚送两箱酒居然中奖

了，可牛老汉却高兴不起来，原来他

无处兑奖。2月28日，在西华县工

商局12315工作人员多方努力下，

牛老汉终于拿到了奖品——两部某

牌老年唱戏机。

2月27日，家住西华县昆山

办事处的牛老汉拿着一沓兑奖卡

片到西华县工商局12315投诉中

心投诉称，春节期间，他家亲戚给

他送了两箱某品牌酒。前不久，

他打开酒盒时发现每瓶酒盒里面

都放有一张兑奖卡片，兑奖卡片

上说集够一套10张就可奖励老

年唱戏机一部。牛老汉大喜过

望，原来这是厂家搞的促销活

动。于是，牛老汉就把两箱某品

牌酒酒盒全部拆开，共收集了24

张兑奖卡片。可当牛老汉拿着卡

片去兑奖时却遭拒绝。牛老汉随

即到县工商局12315投诉中心想

讨个说法。

当日，西华县工商局12315投

诉中心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询问

牛老汉是否有购物发票，是否知道

在哪家商店购买的，可牛老汉均

不知道。工作人员感到问题很棘

手。但考虑到牛老汉60多岁，兑

奖卡上也确实写得明白且也在兑

奖日期内，本着切实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原则，工商人员积极联系

该酒的西华总代理商，该品牌酒总

代理商郭某经与厂家沟通后同意

给消费者牛老汉兑换奖品。第二

天，牛老汉便高兴地拿到了奖品，

两部某牌老年唱戏机。（陶中海）

近日，范县消费者赵某到县工

商局城关工商所反映：他于一年前

在某手机店购买了一部手机，使用

半年就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

他把手机送到该店维修，半年过

后，跑了多趟仍拿不到修好的手

机，无奈之下投诉到工商部门。工

商执法人员接投诉后立即赶到手

机店调查，向店主耐心讲解法律、

法规，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经营者

退还了消费者赵某420元的手机

款。 （陆地宋山英）

日前，南乐县工商局成功调

解一起因小区楼房下水管道漏水

致业主新房壁纸发霉引起的纠纷。

近日，南乐县工商局接到该县

县城内某小区业主赵女士投诉，称

她在2013年6月，发现其新购买装

修的房屋内贴的壁纸出现不同程度

的霉斑，严重影响装潢效果。赵女

士经过一段时间查看后发现，由于

楼房外靠南墙上的两根下水管道损

坏，下雨天雨水就顺着墙面向下流，

致使其墙面受潮，壁纸发霉。因赵

女士购买的商品房刚建成不久，装

修后居住不到半年，按照购房合同，

责任应当是该小区物业。于是，赵

女士多次找到该小区物业公司进行

理论并索赔，但该小区物业公司管

理人员以各种理由百般推托，至今

未处理。赵女士在无奈的情况下，

来到县工商部门进行求助。

接到投诉后，经过该局工作

人员调解，该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

最终认识到错误，当场向业主赵女

士赔礼道歉，并答应尽快对下水管

道进行维修，对发霉的壁纸墙面进

行重新装潢恢复原状。（张向辉）

壁纸长霉斑 原是新房出问题
南乐县工商局调解一起新房壁纸发霉纠纷

新手机出故障 修了半年不能用
范县工商局城关工商所成功调解一起手机投诉案

亲戚送酒中奖 牛老汉兑奖遭拒
西华县工商局调解一起消费纠纷

“标准磷肥的颜色是灰白色的，形态

是粉末状的。如果发现颜色是白色或黄

色，并且成块，就表明磷肥含磷量低，不是

假的就是变质……”2月 27日，一堂堂特

别的“消法安全课”在新蔡县栎城乡梁凡

庄村田间地头进行，一大群农民正饶有兴

致地听工商人员现场讲解如何识别假冒

伪劣农资的方法，不时有人举手提问，边

听边点头。

立春刚过，在新蔡县农资市场出现

了一番新景象，以往门前冷落的农资市

场变得热闹起来，广大农民纷纷拿出手

头的余钱争相购置化肥、良种、农机等商

品，做好春耕备播的准备。为确保农民

买上放心农资，新蔡县工商局于 2月 18

日就启动了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主题的“红盾护农春

雷百日行动”。

市场准入要“体检”

做现场检查记录、取样、封存、送检……

在新蔡县农资批发市场，工商人员正在对每

一批农资进行抽样送检。该局规定，全面实

施农资商品质量准入制，加强对农资质量的

定向性、连续性跟踪监测，凡是进入新蔡市

场的农资必须进行抽样“体检”，合格后才能

进入市场。同时，强化农资经营户自律制度

的落实，销售商必须建立进销货台账，并对

进销货时间、品种、数量、购货人等信息详细

登记。并且，统一使用商品质量保证、检验

报告和销售凭证合一的“信誉卡”。

“这张‘信誉卡’相当于公民的‘身份

证’。有了这个‘身份证’，走到哪里都可以

进行质量追溯。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及

时追查到经销商。所以，农民朋友千万别忘

记索取和保管好购货发票、信誉卡，并以此

作为退换商品和出现问题时投诉的证据。”

该局有关负责同志解释说。

质量追溯要严查

该局要求以全面开展农资商品普查登

记为抓手，认真开展农资市场巡查，按照“横

到边、纵到底、全方位、无遗漏”的要求，严格

落实市场监管网格化管理，大力推行农资连

锁经营，帮助有实力、重信誉的农资企业做

大做强，做到打假冒与保名优相结合，实现

农企和农民互利双赢。同时，完善“12315”

投诉举报网络，进一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和

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建立公平、诚信的市场

竞争长效机制，为农民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农资辨别要有“火眼金睛”

为教会农民朋友“如何辨识真假农资、

如何维权”等知识，新蔡县工商局编印成通

俗易懂的宣传彩页深入到农资市场、田间地

头广为散发和张贴，还利用县局内外网和红

盾“微博”等进行宣传，及时向社会披露专项

整治进展情况，定期在电视台发布“消费警

示”，曝光违法典型案件，实现消费维权“关

口”前移，营造商户诚信经营、农民依法维

权、工商打假护农的浓厚氛围。

余店镇农民李小豹今年种了10亩小

麦，他对农资的真假特别关心。在余店镇一

家农药门店，他向工商人员提出了一连串的

问题：“咋看出是假农药呢？啥样是真的？”

工商人员说：“乳油和水剂出现分层、沉淀、

浑浊或有悬浮物；普通粉剂和可湿性粉剂出

现结块或潮湿，细度不均匀，颜色不一致，都

说明是假劣农药。真复混肥料加热时有白

烟产生，能闻到氨的气味，不能完全熔化。”

此次专项治理行动，给农民朋友们送去了

“火眼金睛”。 （蔡海燕）

▲ 3月3日，周口市沈丘县行政服务中心

工商窗口，沈丘县工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晓

霞向河南冠露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颁发了第一份

新版营业执照，这是该局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以来核发的第一份新版营业执照。新版的营

业执照和旧版的相比，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

二维码信息，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直接获取企

业的注册信息。图为刘晓霞副局长为企业负责

人颁发第一份新版营业执照。 张磊摄

笔者的弟弟在乡下集镇上开了一家超

市，春节期间生意火爆人手不够，笔者就去

给他帮了几天忙。笔者发现，在农村消费市

场一派欣欣向荣的背后，假冒伪劣、“傍名

牌”等欺骗消费者乱象十分严重，亟须整治。

近年来，随着城市市场监督与质量监管力

度的加强以及居民消费水平和维权意识的提

高，假冒伪劣产品在城市已难以立足。但却溜

到了乡下，“正大光明”地把农村作为倾销之地。

有些小厂或者小作坊专门造假，完全

模仿名牌产品销往农村。这些假冒伪劣产

品模仿得十分相像，一般人根本看不出真

假，价格便宜得足以打动商户的心，并且他

们的销售方式也很诱人——先给商户送

货，销售后再收货款，到期卖不完无条件换

货或者退货。正宗名牌商品价格透明，商

户利润很低，而假冒产品有时能卖上名牌

商品的价格，利润可达到100%，甚至200%。

“傍名牌”也是常见的消费欺诈行为，

厂家通过各种手段使自己的产品与名牌

“结缘”，让消费者误认该产品就是名牌产

品。例如，“大个核桃”和“六仁核桃”就通

过字体变形和模仿包装，让人猛一看是知

名品牌“六个核桃”。类似的还有“银鸳”

冒充“银鹭”；“脉劫”冒充“脉动”；“康帅

博”冒充“康师傅”；“喜三郎”冒充“喜之

郎”；“美计源”冒充“美汁源”；“营养抉线”

冒充“营养快线”，等等，这类产品包装上

也有商标和厂名厂址等，只不过商标和厂

名厂址等印得很小或者比较隐蔽，让人不

仔细找找不到。

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人群都有一定的

特殊性。笔者认为，要让农民放心消费，对

监管层来说，工商、质检、卫生等部门要切实

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理顺监管职责，强化

监管效能，齐抓共管，常抓不懈，既抓源头

——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又抓末梢

——净化农村消费市场，打造放心的消费环

境。对消费者来说，要树立科学的消费观

念，提高消费水平，加强辨别能力，强化维权

意识，让假冒伪劣产品无立足之地。

（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政府 王毛生）

近期以来，濮阳市工商局专

业分局古城工商所加强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严把市场准入关，大型

超市、餐饮店等公共场所没有消防

安全手续，不予办理登记注册；该

局还加大巡查力度，对经营中的相

关责任人进行重点治理，共对辖区

内的25家公共娱乐场所进行督

导。

（王汉平）

吃完饭后拿张餐巾纸擦擦嘴，洗完手

后抽出纸巾擦干手，这些已经成为不少人

习以为常的事。其实有些卫生纸并不卫

生。但作为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区分纸的

优劣呢?

搓一搓，不掉渣。为节省成本，许

多商家生产纸巾时，在纸浆中添加较

为廉价的碳酸钙或者滑石粉，致使纸

巾在使用过程中掉粉、掉毛、掉屑，轻

则容易吸附在皮肤表面，重则引起过

敏等。如果发现有掉渣情况，就说明

纸巾质量不合格，很可能是废纸再生

产的。

泡一泡，无破损。还有一个辨别劣质

纸巾的方法，将纸巾浸泡在水中，劣质纸

巾用水一泡马上会化成渣，而质量好的纸

巾浸湿后拧干，摊开时无明显破损。劣质

纸巾一般会带有各种真菌、病毒等，易引

发肠炎、肝炎等病症。

闻一闻，不刺鼻。有些商家在生产过

程中还会添加各种化学试剂，例如荧光增

白剂，其中含有重金属镉等致癌物质，会

对血液系统造成损伤并损害记忆力。纸

巾不能太白，如果发现有刺鼻异味，应马

上停止使用。

此外还需要注意，购买纸时一定要选

择正规厂家的产品，看清产品标识，包括

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质量等级

等。外出就餐尽量自带手绢、纸巾或饭后

用水清洗嘴部。 （李冰）

自己去拍照，底片版权却握在影楼手

里，这样的事儿在拍摄消费中已司空见

惯。近日，工商部门发布消费提示显示，

摄影服务中的消费纠纷日渐增多。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定金能否退的问题。为了留住消费

者，大部分摄影机构都会让消费者交纳

一部分定金或订金，有的商家甚至无上

限让消费者尽可能多地交付费用。对

于“定金”，《合同法》规定，一方违约时，

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如果无约

定，经营者违约时，“定金”双倍返还；消

费者违约时，“定金”不予返还。而对于

“订金”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另外，

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能超过

主合同标的额的20%。

隐性的二次消费问题。经营者以

较低的价格招揽消费者，却将基本服务

缩水，以提供额外服务项目为名增加消

费者二次消费，如化妆时需要额外收取

粉扑、假睫毛等费用，甚至提供的部分

收费化妆品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服装

分免费区和收费区，免费区的服装量少

质差，而收费区的服装不仅样式繁多，

而且价格也贵。

多拍照片的归属问题。绝大多数

摄影机构都会拍摄超出合同约定数量

的照片供消费者选择，选片时，有的消

费者会提出索要全部照片和底片，一般

摄影机构都会收取一定费用，如果消费

者要求商家履行合同以外的义务，则需

双方另行约定。

（王志成）

小麦地里讲《消法》

新学期开学伊始，台前县工商

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中小学

校及周边的食品经营户、文具店等

进行了拉网式检查，重点检查经营

户证照是否齐全，各类食品索证索

票进销台账填写是否规范以及销

售食品是否有过期和霉变的情

况。执法人员对3户无照经营食

品的经营户当场下达了《责令改正

通知书》，同时执法人员还现场为

食品经营户及广大师生宣传食品

安全的相关知识。 （田庆广）

近日，濮阳市工商局华龙分

局组织辖区11个乡办及打击传

销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飞龙车

站、信达车站、银座商城等地点开

展打击传销集中宣传日活动，设

立咨询服务台11处，发放打击传

销资料1.2万余份，张贴打击传销

宣传横幅21条，现场解答居民疑

问300人次。

（白志胜）

民权县工商局立足部门职

能，不断加强春季农资市场监管，

确保农业生产顺利开展。该局组

织经检队、监管股等单位执法骨

干配合工商所，围绕种子、化肥、

农膜、农机具等重点农资商品进

行严格清查，严厉查处掺杂使假、

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过期失效、

虚假标注、虚假宣传、商标侵权等

农资违法经营行为。督促指导农

资经营主体落实农资商品进货查

验制度、进销货台账记录制度、农

资商品质量承诺制度，对有违法苗

头的农资经营户及时开展行政指

导，实施行政约谈，提高违法预警

的针对性，不断规范其经营行

为。不断延伸投（申）诉举报链

条，与司法局、农资协会、消费维

权志愿者深入沟通协调，充分发

挥148法律服务平台、行业协会

及消费维权志愿者的作用，不断

提升农民消费维权力度和水平。

该局接受相关咨询88户次，调解

农资纠纷6户次。 （冯广超）

农村消费市场假货横行须整治

消费贴士

选纸巾:

搓不掉渣 泡无破损
闻不刺鼻

当心摄影消费
有陷阱

▼ 3 月 1 日开始，

新的《公司法》正式实

施，全国工商系统公司

注册登记改革全面落

实。濮阳市工商局专

业分局认真落实注册

资本认缴、企业年度检

验改革、新版营业执照

发放等各项新规定。

图为该局工作人员认

真向办事群众讲解公

司登记新规定。

卓愚张红锋摄

濮阳市工商局专业分局古城工商所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切断隐患

濮阳市工商局华龙分局

开展打击传销宣传

台前县工商局

拉网式检查 保食品安全

民权县工商局

延伸投诉举报链条 监管农资市场
目前，各地消费者协会不断收到消费者

有关预付卡消费的投诉，有的反映不少商家

因经营不善倒闭，致使卡内余额无法清退；

还有的反映一些不法商家利用预付卡敛财，

最终人去楼空，让消费者经济损失惨重。为

此，焦作市消费者协会特别提醒广大消费

者：

选择商家要谨慎。办理预付卡前，一要查

验商家是否具备经营主体资格，营业执照是否

按时年检，核对其企业名称与宣传资料所标注

的企业名称是否一致等信息。二要观察了解

商家宣传内容与店内设施及人员服务是否相

当。三要尽量选择那些规模较大、证照齐全、

技术强大、设备精良、市场信誉度高、经营状况

良好的商家。

签订合同要看清。办理预付卡时，不

要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最好签订书面合

同。签订合同之前，一要看清合同条款内

容，如价格、服务标准、优惠条件、使用商品

品牌、有效期限、有效次数、使用权限、使用

地点等；二要认真评估消费风险，仔细查看

续费升级、遗失补办、退费转让、违约责任

等条款和事项，对于约定含糊不清或不公

平、不合理的条款，要及时提出疑义、妥善

协商解决。

相关证据要妥存。办理预付卡后，一定

要向商家索要正式票据，并加盖与经营机构

名称一致的公章、财务章或发票专用章。要

妥善保管好发票、服务章程、消费协议和相

关票据等消费凭证，在每次消费后，都要详

细核对所使用产品和接受服务的金额，及时

掌握卡内余额动态。

维护权益要主动。消费过程中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时，要及时与商家协商解决，如

发现商家出现停业、倒闭等情况，无法继续

提供服务时，要主动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有

关部门投诉反映。一旦发现商家有骗取预

付款等欺诈行为或存在卷款“蒸发”的情况，

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李海成)

莫让预付卡变成吞钱卡
焦作市消费者协会提醒：

新蔡县工商局开展“红盾护农春雷百日行动”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