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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 你能识别出它
和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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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的不同
吗$ 昨日#工商执法人员在陇海路一
地下窝点# 查获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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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傍名牌的小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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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郑州市管城工商局二里岗
工商所接到消费者举报# 反映陇海路与未
来路交叉口附近一家属院的民房内# 藏匿
的电视机等家电价钱只有市场价的一半#

但质量堪忧%

敲开房门后# 工商执法人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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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的仓库里摆满了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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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的电视机%

这些电视机在包装和商标标志与正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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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相似度之高#让二里岗工
商所执法人员王洪源感慨不已&! 要是在大
街上见了#我真认不出来% "

现场统计#该窝点共藏匿了超过
,--

台
! 傍名牌"家电#基本上都是由广东的小厂
家生产的%

据了解#! 傍名牌" 家电主要在一些城
乡接合部批发市场里销售# 由于售价只有
正规品牌价格的一半# 受到不少外来务工
者的青睐%

! 这些' 傍名牌(小家电#在字眼上稍作
改变#混淆消费者视听% "王洪源说#不少

! 傍名牌"家电是使用低劣材质#比如电磁
炉则虚报能效等级# 电饭锅用报废汽车活
塞熔炼的工业回收铝做内胆# 有些产品不
仅质量无保证#使用后甚至危害健康%

王洪源认为# 相对假冒产品而言#! 傍
名牌"家电的违法成本更低% 比如这个松下
科技) 香港*电子有限公司#就是在香港注
册与知名品牌!

!121/02*4

松下"相近的公司
和品牌#委托内地企业生产加工#再销售到
国内+

! 在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欧洲#都有人
注册与知名品牌相近的公司和商标% "他
说#这些厂商利用人们对! 名牌"的信任#大
摆迷魂阵#令消费者真假难辨% 这些打着知
名品牌名义的产品在中国大陆销售# 侵犯
了正规厂商的利益#已经涉嫌虚假宣传%

! 现在假冒家电少了# 傍名牌产品多
了#最近一周我们连续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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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傍名牌的家
电% " 二里岗工商所贾洪涛介绍说#! 傍名

牌"家电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将这
些产品清除出场# 还需要对消费者进行消
费引导# 以免他们在选择产品时仅凭模糊
印象购买#买到! 傍名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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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南航在郑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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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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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飞机进行改装#今天#在郑州机场就
能坐高端经济舱飞北京,上海+

原有的经济舱被一分为二#一个是
新增的高端经济舱# 一个是普通经济
舱+两者的区别在于#原前

:

排经济舱坐
椅变为了

;

排高端经济舱+

之所以叫高端#是座位间距比原来
宽了#坐上去腿能伸开了#并加了隔帘#

有了独立空间+ 但飞机总座位数少了#

由原来的
5<-

个座位减少至
5:;

个+

改装后#客舱布局为头等舱,高端
经济舱,普通经济舱三个舱位+

首架改装的
=.:566

号飞机#将于今
日执行郑州至北京,上海和广州部分航
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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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后#南航将在全国统一
推出高端经济舱+

<

月# 购买高端经济舱的旅客会有
实惠&即购买郑州至上海,杭州-郑州至
北京,天津-郑州至广州,深圳-郑州至
沈阳,大连-郑州至长春,哈尔滨的往返
程或缺口程高端经济舱机票#可在回程
时#将相邻始发地进行免费互换#比如
买了郑州飞上海的往返机票# 返回时#

可免费换张杭州的机票回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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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郑州
市启动新一轮! 五小"卫生整治活动#活
动持续半年#这期间#如果您发现小饭
店,小理发店等! 五小"单位卫生状况很
差#可直接拨打各个区卫生局电话进行
投诉+

<

月
6

日中午
5,>--

#郑州市二七区交
通路附近一家小饭店内#吃饭的客人川
流不息#走进饭店内#黑黑的地板上#洒
满了食客用过的餐巾纸#还有一些散落
的食物残渣#走在上面黏糊糊的+

循着隐隐的臭味走到卫生间#推门
进去# 发现这个不足两平方米的厕所
内#污迹随处可见+ 厕所门口#服务员端
着饭菜来回穿梭+

! 很多小饭店 # 卫生差不多都这
样+ "正在吃饭的

,6

岁刘先生说#因为工
作忙# 他中午几乎都是在小饭店凑合#

! 我现在对小饭店的唯一期望就是#马
上夏天了# 饭店老板别让食物变质#让
我们吃了拉肚子+ "

而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众多小饭
店卫生情况实在让人担心# 有的卫生
间直接对着厨房# 有的是做好的饭菜
直接裸露#引得苍蝇嗡嗡乱飞+

! 这个问题我们意识到了# 所以要
开展' 五小(整治行动+ "据郑州市卫生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五小"指的是中小
饭店,小理发店) 含美容店* ,小熟食店,

小副食店) 含冷饮店* ,小旅社) 含小浴
池* # 新一轮整治行动即日开始后持续
到
55

月底+

据了解#郑州市共有! 五小"单位
,

万余家#其中金水区有
8---

多家#占到
三分之一+

根据中小饭店整治标准#中小饭店
操作间内至少有

6

个水池# 并分别注明
! 洗菜",! 洗肉",! 洗餐具"+ 而对于小理
发店来说#整治标准则要求必须配备有
皮肤病患者的专用工具 ) 至少包括&围
布,刀,剪子,推子,梳子等* #并不得有
生锈,断齿现象#用后消毒,单独存放#

标志明显+

据金水区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窦春
燕介绍#为了更好地进行整治活动#他
们区共组织了

56;

名监督员#然后把这
些监督员的联系方式以名片方式 #发
放给辖区市民+同时#也公布了

,;

小时
监督电话 #如果您发现! 五小 "单位卫
生很差# 可随时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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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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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一看#你能看出区别吗$

前者是! 松下"#后者是! 山寨松下"

工商提醒!买品牌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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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交警整治三环路
上闯禁行,超速的货车#遇到了很多农用瓜车+ 民警不忍处罚#

只好一个个劝说他们离开+

郑州市南部#经过市政施工建设#扩建改建了多条主要道
路+道路宽阔,人员稀少#一些驾驶员放松警惕#分散注意力#容
易产生开快车的危险驾驶行为#导致四环事故频发+

<

月
6

日# 是全国创建交通秩序示范公路活动第二次集中
统一行动日+ 郑州市交警三大队民警在辖区内的南三环,南四
环,郑密路,郑平路等主要路段#重点查处货车超载,超速,闯禁
行区域#客车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

上午
5-

时#在南三环大学路口#一辆周口牌照的半挂货车#

径直朝民警开过来#民警将其拦下+ 司机王师傅称对郑州市三
环道路禁行规定茫然不知+

按照规定#闯禁行可处以
5--

元罚款+

这时#王师傅两口子过来求情了+他掀开车斗上的雨布#里
面装着西瓜+

! 来这儿卖西瓜的#真不知道还有这规定+ "他说+

看到这#已经拿起笔的民警也犹豫了+

! 瓜农不容易#一趟也赚不了几个钱#我是下不去手+"民警
把驾驶证递给王师傅#批评他的驾驶行为后#指引他驶离南三
环+

一上午#民警劝离了十多辆瓜车+

交警三大队大队长孙建军表示#近期大队布置警力从市区
向南三环,南四环区域倾斜#重点治理南部区域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这里#也希望瓜农遵守交通法规#平安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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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男子为挣得
一张回家车票#在广场上表演起了特技+

,

小时过去#捐钱的人寥寥
无几#看热闹的人挺多+ 这时#一张车票递到了他面前+

昨日上午
?

时许#郑州火车站广场上#一男子头戴一顶牛仔帽,

身穿一件黑色
C

恤#大声唱着西藏民谣#不时向围观人群鞠躬+

见有人骑着自行车# 男子上前先鞠了一躬# 然后将车借了过
来+找了一块空地#男子骑上自行车后#双手支撑车座#单腿向上跷
起#作出一个特技表演#嘴里还吹起口哨+

骑了三圈后#男子对围观者说#他姓王#家住焦作#昨天刚参加
完某电视节目的海选#现在家人让他回家割麦子+ 没想到#刚到火
车站钱包就丢了+ 现在身无分文#只想表演参赛的特技#挣得一张
回家车票+

现场#数十围观者只有两人给钱#其他人都边笑边向后退+

男子面露难色#这时#一只手伸到他的面前+

! 车票. "男子喊了一声% 他扭头一看#一名身穿城管制服的男
子#拿着一张郑州到焦作的大巴车票递到他面前%

火车站地区执法局城管人员马松涛说# 他注意这名男子半个
多小时了#感觉他不像是骗钱的#就给他买了一张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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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块钱
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帮助#作为执法人员#我有义务帮助他% "

手里攥着回家的大巴车票#男子又唱了一首民谣#以表达对这
名城管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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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经济舱航班
今日郑州首飞

郑州市启动
新一轮! 五小"卫生整治活动

饭店发现! 恶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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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
0 /

城管
0

为挣一张车票
男子演特技乞讨

三环上执法
碰到瓜车不忍罚

围观者大多不愿掏钱
这时#一个穿城管制服的人把一张车票递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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