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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鹿邑县邱集镇胡堂

村休闲观光体验旅游基地魏武农

庄里，首届“葡萄节”吸引了众多游

人前来。果园内，满目苍翠，蔬果

花香，游人如织，让人感到浓郁而

别致的盛夏气息。采取标准化无

公害种植技术的300余亩葡萄于7

月底进入采摘期；金灿灿的向日葵

已经成熟，静待游人采摘；沉甸甸

的黄金梨挂满枝头，果香弥漫整个

农庄，显得分外诱人。在这里，特

色旅游的魅力逐步彰显。

尽管近期连日高温，但“亲自

动手采摘葡萄”活动仍得到了游客

的大力响应。难得有机会亲身体

验农林之乐的市民，个个跃跃欲

试，走进葡萄采摘区拎起果篮，拿

着剪刀，亲手采摘果实，品尝甜蜜

的葡萄，享受着果园农夫的乐趣。

据农庄负责人陈庆伟介绍，魏武农

庄将继续扩大规模，逐步建成以农

业五谷区、林业花果区、餐饮服务

区、观光游园区、冷藏加工销售商

业区和现代农业科技园、优质葡萄

园、循环农业园、生态产业园、休闲

观光园等“五区五园”为主要内容

的休闲观光农业园。

（刘淑娟蒋保庆）

瓜果飘香采摘忙 特色旅游彰显魅力

8月3日，欣闻将获民权县政府20万元

奖金的中国驰名商标企业——河南宏伟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宏伟喜不自禁。“获得中国

驰名商标，我们企业的名气大了，牌子硬了，

销售好了，还获得政府奖励，争创名牌商标让

我们走上了加速发展的道路。”

日前，民权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工业民营

经济运行暨招商引资促进会上，拿出50万元

对成功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河南省著名商标、

商丘市知名商标的12家企业以及26件新注

册商标进行表彰奖励。

近年来，民权县始终坚持“品牌也是生产

力”的发展理念，始终持把实施商标战略作为

实现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构建了

“政府引领、企业突破、工商帮扶、部门联动、

齐抓共创”的商标战略工作格局，全面提高了

该县经济发展的质量、层次和水平。

民权县工商局局长王宏志说：“民权县的

商标推荐认定工作近两年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对于全县市场主体不断增强品牌意识并

运用商标开拓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

推动了‘品牌商丘’建设的实施。下一步我们

工商部门将瞄准盯紧制冷这一主导产业，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争取培育出1~2家民权

本土制冷企业的中国驰名商标，进一步壮大

提升‘中国冷谷’‘民权制冷’知名度、美誉

度。”

据悉，为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

名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引导企业走

品牌化发展的道路，民权县政府围绕建设

“品牌民权”目标，提出了“商标强县、品牌

立县”战略，出台了《关于实施商标战略建

设品牌强县的意见》、《争创驰著名商标奖

励办法》等相关文件，将商标战略上升为政

府行为，对获得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和知名

商标以及新注册商标企业明确奖励标准，

有力地支持了县域内企业开展驰著名、知

名商标争创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商标战略

与经济工作的深度融合。目前，该县注册

商标数量已达到了1552件，其中：中国驰

名商标11件，河南省著名商标31件，商丘

市知名商标11件，“神人助”、“永生堂”成

为商丘市仅有的两件自主培育的驰名商标

品牌，成为商丘市拥有驰名、著名商标数量

最多的县。

民权县委书记姬脉常指出：“我们要以全

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为抓手，持续实施商

标战略，支持帮助具备条件的企业申报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和驰名、著名、知名商标，擦亮

‘民权品牌’，进一步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

图① 8月4日，省工商局党

组书记、局长周春艳在商丘市

副市长张弛、商丘市工商局局长

陈晓峰，夏邑县委书记梁万涛、

县长刘海鹰、副县长欧阳健康等

人员的陪同下，到夏邑县工商局

调研督导“四查”及“三查三保”活

动开展情况。座谈会上，周局长听

取了夏邑县工商局局长程亚涛关

于“四查”和“三查三保”活动开展

情况汇报，对县工商局服务发展、

执法办案、“三严三实”和“三查三

保”活动开展三个方面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 李光高摄

图② 近日，鹿邑县工商

局太清宫工商所开展农资市

场产品质量抽查，确保农资市

场的进一步净化，保护农民的

合法权益。 陈涛任杰摄

图③ 7月28日下午，焦作

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志勇，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勇，副调研员

张庭栋一行到孟州市南庄镇调

研，了解南庄镇电商产业的发展

情况及其经验做法。 焦道摄

每年暑期都是广大学子外出

旅游、学习充电、休闲娱乐的黄金

时期,对此，内黄县工商局发布消

费提示。

兼职打工需留心 最近,内黄

县工商局12315中心就陆续接到

学生电话,主要反映打工期间，工

资难讨的问题。在此提醒学生朋

友，在选择用人单位时应对该用人

单位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了解,尤

其是有些用人单位以某某单位分

部、办事处等形式出现的情况下，

首先，核实母公司或总公司是否存

在,其营业执照、机构代码等；其

次,凡是用人单位收取押金、需要

劳动者先交纳一部分金钱或以金

钱购买其单位一些产品的时候，无

论是什么名义均应提高警惕,以防

上当受骗。即便是做临时工,也应

当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的劳动关

系。

谨慎选择夏令营 消费者选择

夏令营的时候要注意搜集相关的

资料信息,最好签署相关的合同,

以对“夏令营”的金额、各项活动、

住宿、饮食、安全、保险、违约等有

明确的约定,如有宣传资料,可将

宣传资料作为合同的附件,如果发

生损害自身权益的事件要妥善保

管好相关凭证,及时拨打12315电

话。

避开培训班陷阱 在选择培训

班前最好对师资力量、授课环境、

学生数量、上课时间、价格等有充

分了解,适当索取相关的资料和票

据，票据上要注明相关的收费项

目。报名前最好要与孩子商量，看

小孩愿不愿意、适不适合,千万不

要先斩后奏。

发现“黑网吧”及时举报 千

万不要让孩子进入无证经营的网

吧上网。家长朋友们,如果一经

发现有“黑网吧”或者“游戏厅”,

要及时拨打110或者12315进行

举报。

（刘超路明）

工商提醒

内黄县工商局提醒

暑期消费多留个心眼儿

7月30日，偃师市委宣传部、偃师市工商局

有关负责人来到驻偃武警8681部队，向武警官

兵送去节日的问候。偃师市委宣传部、偃师市

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与部队首长进行了亲切交

谈，共话双拥工作，共叙警民之情，进一步增强

了广大干群与武警官兵的情谊。同时，偃师市

工商局为该部赠送了5000元慰问金及价值

2000元的矿泉水、西瓜等慰问品。该局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和偃师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还组织

10余家技术精湛的个体工商户，开展理发、缝

纫、修鞋、家电维修等义务服务活动，受到了广

大武警官兵好评。 (上官兵）

7月25日，消费者刘先生在某汽车4S店交

订金买车时，与店方约定如果不合适可以随时

退订金，并且店方将此承诺也签署在订金单据

上，但3天后刘先生找店方退订金，店方却不认

账不予退订金，刘先生认为商家不兑现承诺，当

即投诉至洛阳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

在此，洛阳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提醒广

大消费者，在购买和维修汽车时应全面解读购车

合同，订立购车合同时对合同条款要认真阅读，

合同中不能理解的条款，要及时让销售员予以解

读，直至明白为止。特别是优惠的事项要在合

同中注明，若涉及强制要求保险、搭售不合理产

品、加价销售和增加不合理服务收费及霸王条

款的可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新车交付时，消

费者应从整体外观和汽车配件进行检查，如今

各4S店内都有电脑对整车运行情况进行分析，

消费者一定要对汽车运行的情况一项一项进行

核对，如动力运行的声音、天窗、空调、导航、指示

灯及其他内置配件外观是否有损伤现象，等等，

其他附件和赠送物品是否齐全。同时，要求修理

方提供检车记录和维修记录清单或合同，进行认

真阅读后进行签字确认，结算凭维修记录或合同

予以付款，并对修理项目进行检查，避免出现没

更换配件或更换旧配件行为的存在。 （梅香）

宣称自来水经过滤后水质堪

比矿泉水，经检测机构检测水质

几乎毫无改善。日前，在渑池县

工商局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因被

流动商贩忽悠而购买净水器的13

名消费者，每人在该局仰韶工商

所拿到了1190元购机退赔款，纠

结他们的烦心事终于圆满得到解

决。

今年6月12日，家住渑池县

二电厂家属区的董女士被一阵叫

卖声吸引。“产自正规厂家的大品

牌净水器，能有效去除自来水中

的各种杂质和有害成分，并保留

矿物质，过滤效果胜似矿泉水。”

一名男子正在大肆渲染其推销净

水器的净水效果。看着小区其他

居民纷纷购买，而且经销商也出

具有合格证、信誉卡，董女士也花

1190元购买了一台。但试用几

天后，董女士却发现被“神化”的

净水器净水效果似乎并不怎样。

经水质检测机构检测表明，进出

净水器的自来水水质几乎没有改

善。感觉上当的董女士赶紧拨打

信誉卡上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

通，无奈之下投诉到渑池县工商

局。

接诉后，渑池县工商局迅速安

排专人介入调查。面对销售者无

固定经营场所、手机联系不上且没

有出具正规发票等种种困难，工商

人员经过近20天的艰难排查，终

于在辖区醴泉小区再次发现该经

销商的踪影。经调查，来自偃师市

的高某在渑池流动经营净水器，且

不能提供有效检验报告和合法进

货渠道，其间先后有13名消费者

购买。在工商人员的教育引导和

多次调解下，高某表示愿意接受处

理，为13名消费者退赔购机款共

计15470元。

工商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选

择净水器要尽量到正规商场购买，

并查验产品的生产许可批件、合格

证，索要正规发票，不要盲目相信

流动经营者的夸大宣传，发现产品

质量有问题要及时到工商部门投

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张安欣）

维权

购净水器被忽悠
13名消费者得赔付

今年以来，信阳市工商局从规范行政指导入

手，着力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将行政指导手

段运用于市场监督、行政许可、执法办案、消费维

权等多领域，促进了工商监管执法行政效能、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应的“三统一”。坚持行政指导与行

政执法相结合，实施行政指导与业务工作的无缝

对接，相互促进；指导与许可登记相结合，围绕“事

务提醒、申办指导”，主动为申请人服务，帮助其依

法办理注册登记相关事务；指导与市场巡查相结

合，围绕“知法守法、建章立制、苗头预警”，指导市

场主体合法经营，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指导与执

法办案相结合，围绕“教育为主、重在纠正、轻微告

诫”，指导相对人认识问题，纠正违法行为。（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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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50万重奖商标企业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刘青阳

工商动态

偃师市工商局

联合开展拥军服务受好评

7月25日，濮阳市龙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将一面绣有“真诚助企，热情高效”的锦

旗送到市工商局领导手中，感谢工商部门在企

业改制过程中的支持帮助。

濮阳市工商局全力支持企业发展，支持该市

重大项目建设，在濮阳龙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重

大建设项目2×600Mw级发电机组手续办理过

程中，打破工作常规，悉心指导，从企业分离、设

立、增资等方面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服务，使河南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一投资50亿元的发电项目

暨濮阳豫能发电有限公司在濮阳市顺利落地，受

到政府领导和企业的一致好评。（张芳川）

濮阳市工商局

提供高效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

消费贴士

洛阳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

购车时合同须读懂

市场快讯

光山县寨河镇耿寨村农民黄建华在北京创办企业致富后不忘家乡，

去年成立了光山县碧海通莲藕合作社，年销售收入300多万元，莲藕远

销黑龙江、内蒙古、北京、西安、郑州等18个省市。 谢万柏摄

②②

信阳市工商局

规范行政指导 创新执法模式

视觉工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