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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干部热情服务
市民送锦旗表谢意

打假治劣亮利剑
打假治劣亮
利剑

我市集中销毁 70 余吨假冒伪劣商品
余吨假冒伪劣商品，
，货值 100 余万元
本报讯 3 月 13 日上午，9 辆悬挂
“打击假冒伪劣 保护消费者权益”标语
的货车，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
将满载的
假冒伪劣商品倒入垃圾焚烧炉。
这是
“3·
15”
消费者权益日前夕，
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启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假
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的现场。
据 了 解 ，今 年“3·15”活 动 主 题 是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此次销毁的货物
共有 70 余吨，货值 100 余万元。其中有
不合格食品、假冒伪劣产品、白条肉、侵
权商品以及检验不合格的商品等。在现
场指挥集中销毁行动的市场监督管理
局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陈红卫介绍 ，
2018 年，该局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始终保持对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
的严厉打击力度。对与广大消费者息息
相关的食品、药品、商标侵权等多个领
域进行了专项整治，在全市努力营造良
好的消费环境。对这批假冒伪劣商品进
行集中销毁，是我市严厉打击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一个有力举措。

据了解，下阶段市场监督管理局将
加强对日用消费品、儿童用品、家用电

器、装饰装修材料、交通工具等大类品
种的监管力度，强化质量抽检和案件查

办，全力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的合法利
益。
（姜雨蒙 王天威）

电视机保修不包修遇尴尬
市消协提醒：
不明确原因拒修，有损消费者“三包”权利
【案情回顾】
2017 年 8 月，市民朱先生在我市某
商家购买了一台电视机，2018 年 5 月发
现电视机不能使用，因仍在保修期内故
找商家和生产商请求三包维修，后由生
产商在本地委托的一家维修站进行维
修，该维修站工作人员上门带走电视机
后，未提供任何送修记录以及维修证
明，只是口头告知朱先生由于是外部原
因所致，故不予保修，未说明是何外部
原因。于是，朱先生来到市消费者协会
请求帮助。
接到投诉后，调解人员当即来到该
维修站了解情况。据悉，该维修站为生
产商在本地委托的专门维修点，他们在
为朱先生的电视机进行检修后，认为朱

先生的电视机为外部原因造成损坏，不
属于保修范围，故不予保修。消协工作
人员指出，根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
货责任规定》，修理者应当认真记录故
障及修理后产品质量状况，并向消费者
提供修理记录和证明。
修理者对此表示认可并承认错误，
但认为该电视机的外部原因不属于保修
范围内故其不能为其保修，这是生产商
规定的，
而非其所能决定的。
对此消协致
电了该电视机的生产商售后服务中心，
售后服务人员表示，该损害是由外部原
因所致，
可以提供此结论的书面鉴定。
市
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认为如果是由于外
部原因所致，商家应明确指出是由于什
么原因导致损坏并提供相关检测证明，

且如果该电视机是因为沿海地区空气潮
湿致损，商家也应该在向启东等周边沿
海城市消费者销售该款电视机时提前说
明，标明此地区空气潮湿可能缩短电视
机的使用年限，
该致损不属于保修范围，
且消费者也并未在特殊的潮湿环境使
用。
如果生产商既不明确拒修具体原因，
又不更改销售说明，本协会将视情况予
以发布消费警示，保障本地区消费者的
合法三包权利。
最终，经过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
与生产商的几次协调，生产商同意为消
费者进行保修。
【消协提醒】
根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
规定》，在该案例中，修理者和生产者称

该问题是由于外部原因引起，其应该对
该外部原因进行明确的说明及举证，且
如果不是因为消费者保管使用不当，则
生产者和修理者均应提供三包服务。
同时根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条例》，
如该故障是沿海地区空气潮湿等
非消费者原因的外部因素导致，该原因
并非是消费者自身原因所致，而是本地
区的普遍客观情况，该商家在本区域销
售该电视机前应将该情况向消费者进行
统一明确说明。 （朱俊俊 费舒扬）

营养健康，相关禁令有所升级。
这个规定在网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讨论的重点却并不是该不该禁止校内小
卖部，而是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上学
时排队上小卖部买零食的往事。这波回
忆杀甚至还上了微博热搜。只不过，从这
些跟帖中看到的各种零食，反倒印证了
禁设校内小卖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比
如，那时候很多孩子最爱的零食是什么？
只有辣味的辣条、五颜六色的泡泡糖、根
本没有肉的“唐僧肉”，以及各种知名不
知名品牌的薯片……这些零食现在都可
以归入垃圾食品了，不仅没营养，还加入
各种莫名其妙的食品添加剂。
应该说，现阶段校内小卖部的确存
在诸多问题，除了贩卖垃圾食品外，也容
易造成学生间的攀比之心，取消也是必

要之举，而且，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
上，家长和老师至少保持了高度一致，大
都支持取消。
只不过，教育部的规定能否让孩子
们就此告别垃圾食品，这恐怕不是光靠
一纸禁令就能解决的问题。以往禁止在
学校周边设立食品摊，但只要有需求，学
生多跑几步也没问题啊。校内禁止设置
小卖部，学校或许能坚决落实，但对于学
生来讲，也许只是增加了购买的时间成
本而已。
所以，问题需要多往前想一步，要管
理好学校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问题，
除了禁止设置小卖部，还有什么可以做
的？比如，学校食堂的饭菜能否更加健康
美味，菜谱能否经常更换，用料是不是该
更加讲究？学校饭菜不仅管饱而且可口，

路遇老伯骑车摔倒
城管队员及时救助
本报讯 3 月 11 日中午 11 点 45 分左右，高新
区 （近海镇） 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陈中华、陆赵鑫
开车行驶在高新区管委会至近海镇的公塘路上时，
突然发现一位老伯的电动三轮车翻倒在马路南边的
树林里。
两人立即下车，确定老伯伯没有受伤后，便着手
展开救助。由于马路与下边的林地落差达 2 米，并且
坡度较陡，再加上电动三轮车的自重较重，仅靠现场
几个人根本无法实施救助。两人立即通知区镇综合执
法局队员带上绳索前来现场救助。
由于前期雨水较多，土坡泥土松软，给救助工作
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此时，园区居委会主任苏彬恰巧
途径此处，了解事由后，二话不说，下车参与救助。大
家齐心协力，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将翻倒的
三轮车拖了上来。大家又帮老伯把车上掉落的物品全
部搬上三轮车。
老伯十分感激大家的帮助，一定要把准备拿到市
场上卖的鸡蛋送给队员们以表谢意，但被大家婉言谢
绝。
（龚庆庆 黄欣美）

渔政打击非法捕捞
检察介入放生鱼苗

关掉校内小卖部，满足学生需求要有后招
教育部近日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其中规定中小学、
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
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
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
及高脂食品。
从这条规定，可以感受到主管部门
对孩子们满满的关怀，担心孩子们营养
过剩、过度肥胖。以往似乎也有类似规
定，比如要求校园周边若干距离内不得
经营食品摊，这主要是从食品安全的角
度出发，二者相比较，从食品安全到兼顾

本报讯 “感谢市税务局这个温馨的团队，你们
这种真诚、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让我感动。”近日，来
自市区团结新村的会计张女士送来一面锦旗，对税务
大厅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表示真诚感谢。
几天前，张女士来税务大厅申报个税以及个税附
加扣除信息，在窗口人多又不知如何申报的情况下，
个税改革便民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询问，并在
电脑上耐心指导具体申报流程，不一会就搞定了。但
张女士在完成后伸手拔出 CA 证书时，全然不知羽绒
服口袋里的手机滑了下来。事后张女士心急如焚，手
机里面还有 400 多个电话号码和非常重要的信息。她
来到税务大厅寻求帮助，工作人员打开监控一起仔细
地查找、分析，在锁定可能拾到的几个人员后，通过查
询申报记录和多方打电话询问，终于找到了当事人并
协调帮助张女士拿到了手机。
市税务局坚持践行“高效、便捷、为民”的服务理
念，不断创新服务举措，拓宽服务内涵，优化服务方
式，得到了纳税人的一致好评。
（程华 吴海东 蔡樱子）

是不是有利于改变小朋友买零食的习
惯？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说主管部门和
学校无所作为，但部分地区和学校仍然
不时被曝光出问题，说明还有提升空间。
另外，不同地区因为经济条件、学校配套
不均衡，对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问题的
认知和措施也不一样。这也是在规定推
行时需要具体考虑到的问题。
因此，主管部门不能满足于出台规
定和要求落实，还应从全局以及针对地
区差异，为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和营养健
康制定一个全方位的方案。在这方面，或
可参考日本中小学校的“供食制度”。一
句话，关掉校内小卖部可行，但在满足学
生需求方面要有后招。
（魏英杰）

本报讯 3 月 11 日下午，市人民检察院联合长江
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启东派出所、启东渔政大队等相
关部门，在长江水域启东段（靠近崇启大桥）放生非法
捕捞的鳗鱼苗，
促进长江渔业资源恢复。
3 月 6 日，涉案人员黄某、徐某、陈某在长江禁渔
期内分别在三条港至崇启大桥下游 2 公里崇明一侧
江域、启东市宏强重工码头内侧江域使用禁用渔具捕
捞禁捕的鳗鱼苗，被渔政执法人员查获。市人民检察
院获悉后立即响应、提前介入，积极履行两个专项监
督职能，主动延伸工作触角，及时引导取证，监督行政
机关移送案件，承办检察官在严把事实和证据的基础
上，充分考量该类案件对该区域水域环境和渔业资源
的现实危害，积极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联合相关部
门至长江水域放生鱼苗，力求通过个案办理，达到
“惩
治犯罪、修复生态、以案释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
检察官提醒，每年 3 月 1 日 0 时至 6 月 30 日 24 时
是本市长江水域禁渔期，禁止在禁渔区内从事除钓
具、特殊手工作业以外的捕捞行为。这一时期一般是
鱼类等水生生物产卵、繁殖或者幼体发育的主要时
期，实施禁渔期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水生生物的正常
生长和繁育。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禁渔区、禁渔期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属于违法行为，情
节严重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
金。
（朱俊俊 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