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蔡灵剑 记者 赵

阳冤 一年一度的 野双 11冶 购物狂欢已

落下帷幕袁 天猫商城更是创造了 2135

亿元的消费记录袁 与此同时袁 部分打假

者也瞄上了 野双 11冶 这个好时机遥 据

了解袁 11月 1日至 12日袁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收到的投诉举报数量较上月同期

增加近五成遥
何为 野打假者冶钥 他们是利用商品

出现漏洞尧 过期尧 宣传不规范等问题故
意购买产品并通过投诉打假要求商家赔

偿的行为遥 打假者虽然有钻空子之嫌袁

但他们的出现潜移默化的提升了广大消

费者的维权意识袁 也为商家朝着正规尧

积极的市场方向发展起到催化作用遥

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袁 自
2015年新 叶广告法曳袁 尤其是 2017年

新 叶反不正当竞争法曳 正式施行后袁 区
市监局收到投诉举报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态势袁 且延续至今遥 以前所市场监督管

理所为例袁 截至目前袁 今年共收到各类

投诉举报超过 600 件袁 数量创历史新

高袁 较 2015年增长近 11倍遥

此次双十一期间袁 投诉较多的以虚
假宣传为主袁 诸如 野防近视冶尧 野缓解

疲劳冶尧 野胶水 100%无毒冶袁 野100%隔
绝紫外线冶 等袁 这些过于绝对的字眼涉

嫌违犯 叶反不正当竞争法曳 的相关规
定遥 其次袁 在产品的性状尧 性能方面袁

诸如 野全棉冶尧 野耐磨冶尧 野防臭冶 等描

述袁 也是打假者 野揪辫子冶 的重点遥

在打假者的积极助推下袁 相较于

2017 年袁 现如今诸如 野最高冶尧 野最

好冶尧 野首选冶 等极限词等宣传用语已
较少使用袁 但类似于上述 野防近视冶 以

及 野耐磨冶 等涉嫌虚假宣传等情况仍大
量存在遥

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电商们袁
野双 11冶 期间袁 商家在追求吸人眼球

的同时更要守规矩袁 否则袁 将会受到

叶反不正当竞争法曳 或 叶广告法曳 等法

律的处罚袁 性质恶劣的处罚金额可达

数十万遥 作为普通消费者袁 在进行购

物狂欢的同时也要擦亮双眼袁 增强鉴
别能力袁 让 野双 11冶 真正成为全民狂

欢的节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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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液化石油气价格每瓶下跌 2元

报价单位：区发改局(物价局)

序

号

零售价(元 /500克)

上期
(11月 5日)

去年
同期

本期

1 2.60 2.65 2.60

2 2.30 2.30 2.30

3 65.00 65.00 65.00

4 34.00 34.50 34.00

5 4.00 4.25 4.00

6 13.25 12.00 13.25

7 15.50 13.25 15.50

8 8.25 7.40 8.25

9 5.50 5.40 5.50

10 1.75 1.75 1.75

11 109 97 107

品种 单
位

晚籼米 元/500克

面粉 元/500克

桶装一级压榨菜籽油 元/5升

桶装一级浸出大豆油 元/5升

白糖 元/500克

鲜猪肉(后腿肉) 元/500克

鲜猪肉(精瘦肉) 元/500克

鸭蛋 元/500克

鸡蛋 元/500克

青菜 元/500克

瓶装液化石油气 (YSP-15) 元/瓶

较去年同
期涨跌
（%）

-1.89

0.00

0.00

-1.45

-5.88

10.42

16.98

11.49

1.85

0.00

10.31

采价日期院 2018年 11月 12日 注:1.以上食品价格系椒江花园尧 万济池

菜场部分摊点的平均价遥

2.与 11月 5日相比袁 所监测的瓶装

液化石油气价格下跌了 2元/瓶曰 其它 10

个品种价格均保持不变遥 目前市场上均

供应外地运入的冷鲜肉尧 中温肉袁 价格

较为稳定遥 但是 13日开始市场上全部供

应本地养殖场的活宰猪袁 计划在一周内

将存栏生猪宰杀完毕遥 由于活宰猪肉批

发价比外地运入的冷鲜肉尧 中温肉高出

2.00元/500克左右袁 预计 13日开始市场

猪肉零售价格将相应上涨遥 与去年同期

相比袁 后腿肉尧 精瘦肉尧 鸭蛋尧 鸡蛋尧

瓶装液化石油气 (YSP-15) 价格分别上

涨了 10.42%尧 16.98%尧 11.49%尧 1.85%尧

10.31%曰 晚籼米尧 桶装一级浸出大豆油尧

白糖价格分别下跌了 1.89%尧 1.45%尧

5.88%曰 面粉尧 桶装一级压榨菜籽油尧 青

菜价格保持稳定遥

渊椒江区发改局供稿 价格投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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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综合

遗失声明

遗失 2012 年 02 月 09 日
由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椒

江分局核发的台州永茂服饰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袁 注

册号 院 331002000056697袁 声

明作废遥

11月 14日院 多云到阴袁 日气温 12耀20益曰 市区水泥路面最高

温度 26耀28益曰 沿海海面偏北风 6级阵风 7耀8级袁 夜里减弱至 5耀6
级阵风 7级遥

11月 15日院 多云到阴转小雨袁 日气温 13耀21益曰 沿海海面北
到东北风 5耀6级阵风 7级遥

11月 16日 渊周五冤院 阴有小雨遥

11月 17日 渊周六冤院 阴有小雨遥

11月 18日 渊周日冤院 阴有小雨遥

11月 19日 渊周一冤院 多云遥

11月 20日 渊周二冤院 多云到阴转小雨遥

椒江区气象台

11月 13日上午袁在海门街道枫南社区袁区畜牧兽医

局工作人员在为居民的家犬免费接种疫苗遥 该街道计划

在一周的时间内对辖区 16个村尧社区的家犬进行登记尧

统一注射狂犬疫苗尧发放犬牌遥 预计我区将有上万只宠

物犬接受疫苗注射袁以控制狂犬病的传播遥

本报记者 白 露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唯锋冤 2018年 11

月 14日是第 10个世界糖尿病日遥 今年

的宣传主题是 野家庭与糖尿病冶遥 为唤

起全社会对糖尿病防治的重视袁 推动糖

尿病防控的开展袁 11月 10日袁 台州市

立医院内分泌团队开展了义诊活动遥 内

分泌科何斐主任给患者进行了糖尿病及

合理饮食知识讲解袁 在现场进行个体化
能量饮食计算袁 并且指导搭配合理健康

的膳食袁 让糖友们能充分了解自己该如
何健康饮食遥

据悉袁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尧 终身性

疾病袁 是由于胰岛素分泌及 (或) 作用
缺陷引起的以血糖升高为特征的代谢

病遥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袁 典型的糖尿病
症状为 野三多一少 野袁 即多尿尧 多饮尧

多食及消瘦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袁 糖尿病大
都是老年人的 野专利冶袁 但近几年袁

糖尿病的患病人群呈现年轻化的趋
势遥

糖尿病为什么会 野盯上冶 年轻人

呢钥 何斐解释袁 第一是饮食不合理袁 不

少年轻人拿着碳酸饮料当水喝袁 且爱吃

油脂多尧 含糖高的饮食袁 即使不出门吃

饭袁 加班时也时常用快餐 野对付冶袁 加
上抽烟尧 酗酒等曰 第二是生活习惯袁 一

些年轻人玩电脑游戏成瘾袁 有的一玩就
是一个晚上袁 或 野宅冶 在家里袁 即使上

班族袁 也多是坐在电脑前袁 较少参加体

育锻炼或户外活动曰 第三是工作压力袁

紧张焦虑的情绪可能促使人体长期处于

应激状态袁 体内大量分泌 野应激激素冶袁

透支了分泌系统的 野寿命冶袁 较容易使
血糖升高袁 久而久之袁 可能会引发糖尿

病遥
对于如何预防糖尿病袁 何斐给出了

答案院 野首先要养成合理有规律的饮食

习惯袁 少吃过于精细化的碳水化合物袁

要将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与少脂肪的蛋

白结合起来袁 补充一些 耶开心的爷 营养

成分遥 最后也要多进行有氧运动袁 如快
走尧 慢跑尧 骑自行车等遥冶

何斐表示袁 希望广大的 野糖友冶 们
树立信心袁 正确认识和对待糖尿病袁 与

医护人员一道努力袁 共同做好糖尿病的

治疗并控制糖尿病并发症袁 快乐幸福地

生活遥

家庭与糖尿病袁我们在行动

近日袁 我区各大中小学相继举办 2018 年秋季

运动会遥 运动场上袁 一个个朝气蓬勃的身影袁 充分
展示了新时代学生积极向上尧 激情飞扬尧 顽强拼搏

的精神风貌遥 图为桔园小学运动会现场遥

本报记者 林 琦 摄

渊上接 A版冤 他目前是杰克平缝金工车间质量管控人

员袁 在生产一线岗位工作 8年了遥
野责任冶 是每个杰克人必备的素质袁 刘开宋就像所有

杰克人一样袁 将责任注入岗位中袁 不断钻研袁 把简单的

工作做到不简单遥 2014年袁 他被评为车间质量标兵袁 也

从一个一线工人上升为车间质量管理人员遥 车间主任说袁

刘开宋所在的车间是最不需要操心的袁 他们做出来的产

品质量合格率最高遥
近年来袁 身在一线的刘开宋深深感受到企业不断创

新的步伐遥 8年下来袁 他所生产的这款产品已经更新换代
了四次袁 每一次更新都伴随着产品性能大幅提升和产品

科技含量的提高遥
生产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样让人惊叹遥 在他的生产车

间袁 每 3年左右就有一次较大的生产设备更新遥 2015年袁

公司引进半自动液压以及气压设备袁 淘汰传统的手动操

作袁 只需按一下开关袁 就能完成操作袁 工作效率从一人

一天做 30个提高到做 80个遥 而今年袁 椒江的新厂更是

用上全自动液压设备袁 生产效率再次提升遥

野正是看到公司不断地改进提升袁 我们作为员工才更

觉得应该不断学习拓展袁 不被时代进步淘汰遥冶 刘开宋

说遥

这样的企业活力让我迷恋

在很多同行看来袁 杰克就像缝纫机大学袁 培养了许

多生产尧 经营尧 销售等各方面的人才遥 引入战略定位集
中优势资源聚焦客户尧 品类尧 服务曰 从传统的产品供应

商转向智能制造成套解决方案服务商噎噎这一个个的创
新理念袁 让杰克人为之骄傲遥

张立桥是陕西人袁 在杰克工作 8年袁 目前是国内营

销二区总监遥 原本在北京上大学的他有机会留在北京工
作袁 但他却选择了来到台州袁 做杰克的一份子遥 用他自

己的话说袁 这是缘分遥 在张立桥看来袁 杰克是个活力无
限的企业袁 经常为员工创造学习的机会袁 让员工无论在

做人尧 做事袁 还是销售尧 管理各方面都得到很大提升遥

张立桥表示袁 早在十多年前袁 杰克就逐渐从营销驱

动转向以客户为中心袁 近几年更是积极向着智能制造成

套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升级袁 为下游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强大助力遥

A5要N这款称作不用剪线头的电脑平缝机的出现袁

就有张立桥参与前期调研的功劳遥 在走访客户时袁 他发
现工人在用机器缝制完服装后袁 需要专门雇人剪掉衣服

上多余的线头袁 这既增加成本又浪费时间遥 那么制造不
用剪线头的缝纫机有多大的市场钥 缝到什么程度才需要

剪钥 剪多长才合适钥 带着这些疑问袁 他与公司研发人员

一起走访浙江尧 江苏等几十家服装厂袁 通过大量市场调

研和评估袁 确定了产品有着庞大的市场袁 最终才有了这

款深受广大客户欢迎的创新产品遥

秉持 野让天下没有难做的服装冶 这一信念袁 从研发
到生产再到营销袁 正是杰克人同心协力共同奋进袁 杰克

打造全球缝制设备第一品牌的伟大杰克梦才能更快实现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