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新会员注册就送券
活动期间，在国贸在线注册的新会员自

动送10元优惠券（满25元使用，国贸在线购
物全场通用），让更多新会员感受国贸在线
的方便与快捷。

2、老会员线上超市商品秒杀、特价惊喜
不断

千家惠超市超低价商品会员独享，线上
线下同步销售。

3、国贸集团数十家门店齐放“价”
国贸大厦 1元购 10元、10元购 100元

抵金券，结算时直接抵用（抵用标准详见各
柜台）。

德润广场 扫码领取10元优惠券，结算
时直接抵用（抵用标准详见各柜台）。

德润/家家悦超市 扫码领取 5元优惠
券，满88元使用，单张小票限用一次（大米、
油、鸡蛋、肉品及名烟名酒不参加活动）。

千家惠超市 1、扫码领5元优惠券，满
68元使用一张，烟酒满200元使用一张。（大
米、鸡蛋、油、团购商品不参加）。

2、1元抢购家佰惠超市10元购物券，购
物满 108元使用 1张，单张小票限使用 2张
（大米、鸡蛋、油、团购商品不参加）。

朝阳大酒店 1元购100元券，三楼包厢
满1000元使用。

港汇大酒店 秒杀，早餐18元/位，中晚
餐38元/位，每天各限10张。

东台国际大酒店 50元抢购100元券，
二三四楼餐饮通用，每单限用一张，满1000
元使用。

庆祝国贸集团线上线下
会 员 突 破 20 万 人
大 型 回 馈 专 场
活动时间：12月8日-12月16日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近日，央视曝
光“过水蟹”假冒阳澄湖大闸蟹在网上销
售后，省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要求，第一时间派员赴苏州
开展现场督查，指导苏州市场监管部门
做好处置工作，依法严厉查处假冒阳澄
湖大闸蟹地理标志、欺诈消费者违法行
为。

对报道中提及的“鑫东湖”“品上品”

“小唐蟹业”及“水司令”4家商户进行现
场执法检查，对“鑫东湖蟹业”“品上品蟹
业”两家单位进行立案查处，并对相关电
商平台共296家网店涉嫌售假行为进行
了固定取证。

对全市水产交易、农贸市场大闸蟹
相关经营户开展拉网式检查，拆除违规
使用“阳澄湖大闸蟹”广告牌45处，没收
涉嫌违规使用“阳澄湖大闸蟹”包装盒

2060 余只、假冒防伪蟹扣 5 万只，查获
“过水蟹”311箱（3110只），发出责令改
正通知书98份。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保护办、市工
商局、市质监局联合约谈电商平台企业
和行业协会，要求阿里、京东、苏宁、拼多
多等四家电商平台企业严把查验审核
关，严格网店开设审查，保证信息的真实
性，对被曝光的店铺全店商品进行下架

处理，要求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
会自律自查，对协会成员单位开展检查
督查。

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此次执法检
查行动，进一步完善阳澄湖大闸蟹长效
监管机制，加强线上线下同步监管，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维权监督站作用，整顿规
范阳澄湖大闸蟹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

我省严查假冒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行为

国贸商场一
楼城隍珠宝新款
上市啦！城隍珠
宝作为沪上的黄
金珠宝企业，多
年来坚持以“文
化 树 立 品 牌 形
象 ”，深 受 消 费
者喜爱。

谈文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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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 ——
东台市唯一一级驾校

常年招收A1、A2、B1、B2、C1、C2学员
C5（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学员

案例1：
2017 年 7 月中旬，高校毕

业生李某通过一家互联网招
聘平台找工作遭遇传销骗局
遇害。李某应聘的“北京科蓝
公司”是一家冒名招聘的“李
鬼”公司。调查中发现，这类
虚假岗位的招聘者目标大多
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
生，他们往往社会阅历浅，对
招聘者缺乏警惕性，且不能识
破骗局。据报道，直至事件发
生前，此平台仍允许招聘单位
在该平台发布第一个职位，只
要资料合规，就可以先发，如
果不触发用户举报，就不强制
审核，这也给传销人员有了可
乘之机。

（立法推动 1：中消协将此
案作为网络消费典型案例之
一提供全国人大立法参考，建
议明确平台经营者自身应尽
义务和责任。）

案例2：
2018 年 5 月 5 日深夜，某

航空公司空姐李女士乘坐某
网约车平台顺风车后失联，后
被发现为司机强奸杀害，因该
平台存在对司机审核及人车
一致问题管理不善、对顺风车
夜间运营未尽相应注意义务、
对消费者投诉处理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立法推动 2：2018 年 5 月
22 日，中消协召开“促进网约
车安全消费”座谈会，邀请消
费者和经营者代表、专家、律
师及社会各方面人士参加，敦
促网约车平台经营者落实法
定义务和责任，呼吁立法机关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平台经营
者的相关规定，强化对消费者
的保护，防止平台经营者逃避
应尽义务和责任。在社会各
界的共同推动下，《电子商务
法》三次审议稿规定，对关系
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
服务，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审核
义务、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
费者损害的，依法与该平台内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3：
2018 年 8 月 24 日，浙江温

州年仅 20 岁的赵女士在乘坐
同一网约车平台顺风车后被司
机钟某强奸杀害。据报道，发
现异常时，平台缺乏便捷有效的
紧急救助方式，也未及时协助赵
某亲友、警方提供司机信息，特
别是案发前一天，曾有其他消
费者投诉该司机有不轨行为，
但未受到平台重视和处理。

（立法推动 3：2018 年 8 月
27 日，《电子商务法（草案）》
进入最后审议阶段，草案四次
审议稿将对关系消费者生命
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平台经
营者未尽到审核义务、安全保
障义务的责任由原三次审议
稿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
承担连带责任”修改为“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在很大程
度上减轻了平台经营者责任，
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再次
引发社会热议。中消协为此
及时表态，建议恢复草案三次
审议稿中有关平台经营者依
法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经
中消协与社会各界呼吁，全国
人大常委会对此高度重视，经
反复权衡，新出台的《电子商
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终
明确在此种情形下，平台经营
者“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条：
第三十八条 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
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
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
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
带责任。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
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
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
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

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八十三条 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三十
八条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
取必要措施，或者对平台内经
营者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
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解读：
1.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了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
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
的制止义务。与《消法》第四
十四条第二款相比，一是将平
台经营者“明知或者应知”的
情形修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有利于减轻消费者的举
证责任。二是对平台内经营
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情形进行了细化，明
确提出“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
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
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增
强了法律的指引作用。

2.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
《消法》没有规定的平台经营
者未尽到自身应尽的义务，如
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
审核义务、对消费者的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法
律责任方面，作出了“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按照
三次审议稿中的“连带责任”，
消费者有权向平台经营者、平
台内经营者中的任何一方主
张要求赔偿，责任人赔偿后，
对于超出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份额的部分可向其他责任人
追偿。连带责任有利于消费
者主张权利，依法获得赔偿。
特别是在对关系消费者生命
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方面，

《食品安全法》《广告法》都作

出了相关经营者依法承担连
带责任的规定。按照四次审
议稿中的“相应的补充责任”，
平台经营者承担的责任相对
减轻，一般只有在平台内经营
者财产不足给付时，平台经营
者才承担补充责任，且既可能
对所有的债务承担补充性清
偿责任，也可能只在一定限额
内承担补充责任。这一规定
对消费者保护力度较弱。而
且，平台经营者作为风险引入
者、风险受益者、风险控制者，
从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
交易中获利，负有对平台内经
营者的审核和管理义务，平台
内经营者不应视为与平台经
营者无关的法律意义上的“第
三人”，不应适用《侵权责任
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因第
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
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
任”的规定。对于关系消费者
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应
当强化经营者的底线责任，以
确保消费者安全权。最终出
台的《电子商务法》将有关平
台责任明确为“依法承担相应
的责任”，根据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
合庆就《电子商务法》有关问
题答记者问，依法承担相应的
责任，包括平台经营者未尽到
上述义务，按照《侵权责任法》
等法律,构成共同侵权的，应
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另
外，除了上述的民事责任以
外，电子商务法还规定，如果
平台有相关的违法行为，还要
依法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这一修改，主要是考虑到
平台经营者未尽到上述义务
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根据实
际情形依法具体认定。这就
需要有关司法机关、监管部门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依据法
律规定，根据违法情形，作出
具体判定。

平台经营者未尽自身应尽义务应依法承担责任

■ 权威发布>>>>>>>>>>>>>>>>>>>>>>>>>>>>>>>>>>>>>>>>>>>>>>>>>>>>>>>>>>>>>>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12 月 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今年
第44号通告，公布13批次食品不合格
情况。

通告说，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组织抽检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饼干，蛋制品，豆制品，粮食加工品，饮
料，冷冻饮品和食用农产品等 8类食
品 1638 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样检验项
目合格样品1625批次、不合格样品13
批次。

一、京东赣劲青莲官方旗舰店（经
营者为江西省赣劲粮油供应有限公
司）在京东商城（网站）销售的标称武
汉中油康尼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低温
压榨菜籽油，铅（以Pb计）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淘宝龙鼎副食品商行（经营者
为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龙鼎副食品商
行）在淘宝网（网站）销售的标称福建
省福州市顺添旺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分
装）生产的特级初榨橄榄食用调和油，
过氧化值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规定。

三、天猫阿尔发旗舰店（经营者为
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在天猫
（网站）销售的标称天津阿尔发保健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苏打饼干，过氧化值
（以脂肪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

四、淘宝老兵山药特产美食便利
超市（经营者为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老兵山药特产便利超市）在淘宝网（网
站）销售的标称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五里源丑鸭蛋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咸鸭蛋，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
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五、河北保龙仓家乐福商业有限
公司谈固店销售的标称重庆市天润食
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家乐福五香味
豆干，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

六、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
司济南泉城路分店销售的来自山东省
聊城市绿鸣商贸有限公司的鸡蛋，氟苯
尼考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七、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党武斌
鸡蛋销售部销售的土鸡蛋，氟苯尼考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八、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永乐活
禽宰杀店销售的鸡蛋，氟苯尼考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九、南京市雨花台区仁和粮油店
销售的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浩富禽蛋批
发的洋鸡蛋，氟苯尼考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安徽满天星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临泉东路店销售的芹菜，甲拌磷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一、陕西省华阴市庆丰水产店
销售的鲶鱼，孔雀石绿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二、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放心
活鸡活鱼店销售的来自陕西省渭南市
临渭区放心活鸡活鱼店的乌鸡，磺胺
类（总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

十三、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长江
活鱼店销售的乌鸡，磺胺类（总量）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抽检
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已责成相关省级市场监管部
门依法予以查处。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13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周末市场

德润二楼大嘴猴专柜冬装新品已全面上
新，新款 6—8 折，部分羽绒服 199 元—299
元，最新的款式，完美的搭配，赶快来选上您
心仪的一款吧！

德润一楼大白鲨冬装新品全场8折，会
员7.5折酬宾，另有部分特惠款199元起售，
新款多多，实惠多多，赶快来抢购吧！

德润广场四楼知名女装谜底冬季新品闪
亮上市啦！百搭又充满时尚感的双面呢大
衣，简约轻便又随意休闲的落肩大衣，帅气又
复古范十足的牛仔大衣，不同风格的款式，足
够让你轻松handle整个冬天！

好消息：知名童装品牌迪迪鹿进驻德润
广场五楼啦！开业期间全场低至3折起售，
冬装新品三件6.5折，另消费顾客加店铺微信
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和购物免费有好礼相送
活动！欢迎各位宝爸宝妈们前来选购哦！

德 润 聚 焦

好消息：国贸三楼运动休闲区冬季新款
已全面上柜，思莱德购满正价秋冬款两件，满
1688元即可减现金500元；满2088元即可减
现金 700元，另部分款满 100元减 40元；杰
克琼斯冬季新品全场买两件满 1688 元减
500元，满2088元减700元，欢迎顾客朋友光
临选购！

好消息：国贸三楼衬衫柜即日起为回馈
顾客朋友的厚爱，特举行大型冬季特卖活动，
恒源祥衬衫6.5折，部分159元；纪诺思衬衫
6.5折，老爷车衬衫冬款6折，秋款5折，欢迎
顾客朋友选购！

国 贸 快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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