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上海知名食糖品牌“玉棠”，
在上海各大副食品市场内频频

遭遇“李鬼”冒充。 尽管外包装
与正品一样，但仔细观察，冒牌
“玉棠” 不仅颜色微微发黄，还
短斤缺两。 据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披露，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查
获一生产制售假冒“玉棠”白砂
糖的违法产业链。 虹口区市场
监管局已责令违法企业停止侵

权行为， 并对其罚款人民币 58
万余元。

白糖是上海老百姓一日三

餐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之一，“玉
棠”牌白砂糖自上世纪 90 年代
初问世以来，先后荣获“上海著
名商标”、“上海畅销金品”、“上
海名牌产品”等诸多荣誉，其市
场占有率在上海及周边地区连

年保持第一。
因此制假售假者盯上这个

“易于发财的机会 ”，形成原料
采购———制假售假———市场流

通完整齐全的生产制售假冒

“玉棠 ” 牌白砂糖的违法产业
链 ， 且将违法产品销售至浦
东、虹口、宝山 、闵行等多个区
域，严重损害 “玉棠 ”的品牌形
象 ，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据披露，2018 年 4 月，上海
市虹口区市场监管局接匿名举

报， 反映辖区有推销人员上门
兜售低于市场价的“玉棠”牌白
砂糖，经过“抽丝剥茧 ”深入排
摸，一条“五脏俱全 ”的违法制
售假冒“玉棠”牌白砂糖的产业

链浮出水面。
接举报线索后， 虹口区市

场监管局本着践行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 ” 的要求和对上海
“四大品牌 ”保护的初心 ，第一
时间对涉案产品进行食品安

全检测和商标权利鉴定 ，经调
查判定 ：涉案白砂糖为假冒侵
权商品 。 通过对制假源头 、仓
储位置的暗访摸底 ，逐渐揭开
了这条违法产业链的神秘 “面
纱”。鉴于涉案产品货值金额巨
大，且涉嫌刑事犯罪，虹口区市
场监管局依托两法衔接平台 ，
联合虹口公安、 检察院共同查
办此案。

经查实， 自 2017 年 7 月起
至案发， 涉案企业售出假冒白
糖 12 万斤， 销售金额达 45 万
余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 “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 ， 认定
侵权行为成立的 ， 责令立即
停止侵权行为 ，没收 、销毁侵
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

商品 、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
具 ， 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
的 ，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
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经营额或
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 ，
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的规定 ，针对涉案企
业销售明知假冒白糖的违法

行为 ，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做
出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
并罚款人民币 58 万余元的处
罚决定 。

“央企故事会·走进上海”在沪举行
15个故事立体展现忠诚、文明、阳光、和谐的国企形象

■劳动报记者 邵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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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和上海地方国企一

直以来有着良好的互动和合作 ，
特别是 2017 年上海市政府与国
务院国资委签订共同推进上海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战略合作协议以来 ，
一大批质量高 、 效益好 、 牵动
性强的央企项目在上海落地生

根 ， 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 ， 实现高质量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 在沪央企也
得到了良好发展 。 上海国资国
企目前正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指

导下 ， 推进落实区域性国资国
企综合改革试验。

“央企故事会·走进上海” 活
动的 15 个国企故事分别来自航
天科技、 中国石油、 国家电网 、

中国大唐 、 国家能源 、 中国电
信、 东风公司、 中国宝武、 中化
集团、 东航集团、 中国建筑等中
央企业以及上海建工集团、 上海
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 上海凤凰

自行车等上海国企。 小故事的大
情怀彰显了中央企业和上海地方

国企的爱国奉献与责任担当。
东航集团在五级飓风横扫加

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克时 ， 接下

了光荣而紧急的任务 ， 两架东
航包机从上海浦东机场腾空而

起 ， 飞向大洋彼岸 ， 经过 48 小
时通宵达旦的努力， 接回了 381
名被困海外的同胞 。 航天科技

的风云团队 ， 坚持自主研制 ，
面对技术瓶颈不退缩 ， 坚守 8
年踏上了技术攻关的艰难道路 ，
最终为风云四号卫星的成功发

射立下了定海神针 。 中国电信
情系南沙群岛 ， 几代通信人通
过不懈努力 ， 在礁盘上建设基
站 ， 使曾经的边陲海岛 ， 现今
一跃进入了 5G 时代。 上海建工
人在烈日下、 风雨中挥洒汗水 ，
用他们的智慧和实干一次次地

刷新上海建筑的新高度 ， 在建
设过程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施

工奇迹 ， 创造了一项又一项世
界第一 。 上海电气的上海电机
厂两次临危受命， 和时间赛跑 ，
在极短的生产制造周期内 ， 日
夜 奋 战 ， 发 挥 “扁 担 电 机 精
神 ”， 完成了重大项目的电机制
造任务 。 上海凤凰自行车在自
行车市场曾经经历大调整的时

候 ， 投入研发创新型车型 ， 压
缩成本 ， 通过一系列改革 ， 使
老品牌焕发出新活力。

会上向中核集团、兵器工业、
兵器装备、中国石油、国家电网、
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东航集团、
国投、中国中车集团等 10 家中央
企业进行了第二批 “讲好央企故
事创作基地”授牌，同时向中国故
事基地（枫泾镇）、中国幽默故事
基地（山阳镇）、上海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等赠送了图书 《央企故事
汇》。 ■摄影 邵未来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徐巍）
近期，不少房企发布了 2019 年半
年报和半年业绩预告， 其营业收
入与净利润方面大多仍表现出增

长态势，而另一方面，上半年房企
的销售业绩增幅却较为缓慢 ，即
便上半年销售额增长的房企 ，其
增幅较之前也相对放缓。

截至目前， 已有数十家房地
产企业发布了业绩报告或业绩预

告， 它们中绝大多数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呈上涨态势，且涨幅可观。

如 8 月 12 日发布 2019 年半
年报的金科股份， 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261 亿元，同比增长 68%，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5.90
亿元，同比增长 289%。蓝光发展 7
月上旬发布业绩预增公告， 预计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加约 62511 万元左右 ，
同比增加约 101%左右。

阳光城、 泰禾集团、 金地集
团、首创集团、时代中国净利润增
长幅度基本都在 40%以上，此外，
金融街、 融信中国等房企涨幅也
在 20%以上。

与营业收入 、净利润普遍大
幅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 ， 是上
半年房企销售额增长疲软 。 中

国指数研究院分析指出 ，2019
年从公布销售目标的 39 家房地
产企业来看 ， 其目标增长率均
值仅为 19.2% ， 较 2018 年降低
24.8 个百分点 。 销售目标增长
率超过 30%的仅有福晟 、中骏与
仁恒置地 。

即便如此， 上半年房企的完
成情况仍不尽如人意。 根据克而
瑞发布的销售额排行榜， 今年上
半年却无一家企业能够突破 4000
亿元。 排名前 20 的房企中，大部
分房企销售额均有小幅上升 ，但
增幅相比 2016-2018 这三个年度
的上半年均有所放缓。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陈宁）
日前，微信支付与 LINE Pay 在日
本东京宣布， 双方将再度深化移
动支付领域的合作， 正式启动面
向 LINE Pay 所有覆盖商户的微
信支付能力整合。

整合完成后， LINE Pay 日本
的二维码将具备 “一码多用” 的
能力， 微信支付用户可以通过扫
描 LINE Pay 二维码 ， 使用微信
钱包余额、 零钱通及绑定借记卡
进行支付。 作为日本主流的移动
支付服务商， LINE Pay 已在日本
线下商户完成了深度覆盖， 借助
LINE Pay 的网络， 微信支付将为
中国游客提供 “随处可及” 的便

捷支付体验； 而日本本土商业亦
能借此快速连接微信 11.33 亿活
跃用户， 分享日益增长的中国游
客市场红利。

LINE Pay 在日本二维码的
“一码多用 ” 基于微信支付与
LINE Pay 共同开发的集成系统，
日本商户通过一个二维码实现

两国移动支付服务的打通 ，商
户既可以接受日本本地用户使

用 LINE Pay 进行付款 ， 又能接
受赴日中国游客使用微信支付

进行付款 ， 并可通过单一账户
完成后台管理 ， 在消除中国游
客支付障碍的同时 ， 大大提升
了管理效率 。

截至目前， 微信支付拥有超
过 8 亿月活跃用户， 日均交易量
超过 10 亿次，并已合规接入超过
49 个境外国家和地区，支持 16 个
币种直接交易。

以微信支付为核心的 “智慧
生活解决方案”覆盖数百个行业，
线下门店数千万， 输出了大量智
慧商业解决方案优秀样板， 为海
外商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动

能。 微信支付将持续推进“生态出
海”战略的落地，与包括 LINE Pay
在内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力， 在高
效提升中国旅客出境游体验的同

时， 也助力境外商业共享中国出
境游市场红利。

颜色发黄短斤缺两 涉案企业被罚58万元

假冒“玉棠”白砂糖
流入市场

半年报显示上市房企销售额增长乏力
增幅低于过去三年同期

以后去日本可以扫码付款了

LINE Pay与微信支付达成战略合作

讲 好国企故事，汇聚磅礴

力量。昨天上午，国务院

国资委宣传局、上海市国资委

联合举办的“央企故事会·走进

上海”活动在上海市金山区举

行，集中展示交流了15个国企

故事，立体展现了忠诚、文明、

阳光、和谐的国企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