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湖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开展了集中销毁专项行动，
截获的100余批次、230余公斤不
合格进口消费品及禁止入境物品
被送入高温焚化炉做无害化处
理。其中，不乏燕窝、鲍鱼、花胶等
高价值非法携带入境物。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
植物监管处副处长李欢尧介绍，
此次集中销毁的物品，除了在机
场口岸截获的旅客禁止携带入
境物品外，还有长沙国际邮件监
管中心截获的禁止邮寄进境物
品等。

随着国际间交流的不断加
深， 国境口岸旅客往来日益频
繁，加之跨境电商的兴起，违法
违规携带、邮寄国家禁止入境的
动植物产品情况呈现高发态势。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长沙
机场办事处主任刘红望透露，今年

1-2月，在长沙黄花机场、张家界荷
花机场两个机场口岸共截获旅客
非法携带物有1649批、1781.37公
斤，同比分别增长了50%、66%。

邮寄禁止入境产品的情况
也越发严重。今年1-2月份，截获
含违规禁止进境物的邮件255
件、同比增长507.1%。包括婴儿
奶粉、A型肉毒素、人胎素、质粒
体（DNA）、线虫样品、种子等。如
截获韩国入境的70支针剂粉末
状A型肉毒杆菌毒素， 就未办理
特殊物品审批手续，这是人类已
知最毒的生物毒素。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特
别提醒消费者：在国外购买相关
产品前熟悉了解我国进出境动
植物、特殊物品检验检疫法律法
规政策， 保护自身消费安全，避
免造成国家和个人不必要的损
失。 ■记者 杨田风

我省销毁230余公斤非法入境物品

本报3月15日讯 今日上午，
长沙市举行2016年度“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纪念暨创建“诚信
经营、放心消费”启动仪式活动。
省消委领导、 市零售行业协会领
导、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记
者在现场看到，加多宝、大茶视界
等多个知名企业参加。

今年的主题是“新消费， 我
做主”。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促
进企业诚信经营， 为消费者营造
和谐满意的消费环境。 省消费者
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前表示， 行业
协会充分发挥协调引导作用，广
大经营者充分履行好义务， 要切
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活动现场， 各企业代表宣读
“诚信经营”承诺书，并在承诺墙

上签名。
加多宝等单位获得诚信经

营创建单位称号。 加多宝湖南区
域相关负责人李相宇表示， 加多
宝作为凉茶行业领导者， 始终以
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正宗凉茶
作为企业的最大社会责任。

■记者 肖祖华

湖南启动诚信经营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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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 今天，省汽
车维修与检测协会联合本报发布
2013年-2014年度全省机动车
维修与检测行业177家“诚信企
业”名单，消费者汽车维修检测可
选择“诚信企业”。这是“天天3·
15，诚信行天下”湖南省2016年
汽车维修服务质量月活动的一大
亮点。

据悉， 全省机动车维修与检
测行业“诚信企业”是经省汽车维
修管理办公室同意， 得到各市州
维修办和维修协会的支持， 经过
企业自愿申报、市州评估推荐、省
协会审核公示等环节，177家机
动车维修企业和机动车检测企业
被授予“湖南省机动车维修与检
测行业诚信企业”的荣誉称号。

今年“3·15”，由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省消

费者委员会联合主办， 省汽车维
修与检测行业协会与三湘都市报
联合举办的纯公益活动———“天
天3·15， 诚信行天下” 湖南省
2016年汽车维修服务质量月活
动也于3月13日启动了。 活动为
期一个月， 内容包括公布湖南省
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企业”名单、
发布机动车维修行业诚信服务倡
议，开展技术咨询、指导汽车维护
保养、集中销毁“三无”配件等一
系列活动。 ■记者 潘文秀

177家汽修企业获评“诚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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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祖华 丁鹏志

珠宝玉石，向来是消费投
诉的热点。恰逢“3·15”，消费
者谭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称自
己在长沙市人民路某超市的
“金大福” 购买了55件蜜蜡项
链送客户， 经检测全为塑料，
在与商家交涉过程中甚至遭
到人身威胁，随后他向工商部
门进行了投诉。

3月15日， 工商执法人员
来到位于某超市的金大福专
卖柜，进行现场执法。在核对
事实后，要求金大福专卖柜停
业整顿，接受调查；并对消费
者依法赔偿。

购55件蜜蜡链是塑料的

15日上午，谭先生向记者

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谭先生的领导安排其采

购礼品回馈客户，要求“不要
太贵， 但要是品牌”。3月2日，
他在超市看到金大福柜台有
“蜜蜡毛衣链” 销售。“看起来
挺漂亮，168元 /条价格也不
贵，于是便买了5条，领导也挺
满意。”谭先生说，于是又买了
50条，总共花了9000余元。

“3月8日，公司举行活动
时将礼物发给了客户。第二天
便有客户打电话称：礼物有气
泡，是假的。”谭先生回忆，12
日，他带着项链到湖南国际矿
物宝石检测评估中心进行检
测。结果出来后他傻眼了，“55
件礼品全部是塑料挂件”。

协商不成反遭威胁

在检测出所有礼品均是
假货后，谭先生找商家要求退
货赔偿。

超市相关工作人员要求
消费者直接跟金大福协商，金
大福方面人士没有正面回复，
表示需要考虑考虑，要谭先生

下午再来。“当天下午我再来
时， 金大福方面叫了几个大
汉， 将我围在中间， 语带威
胁。”谭先生表示，“打了110报
警才得以脱身。”

随后，谭先生把情况反映
给了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左家塘工商所，并拨打了本报
热线进行投诉。

在谭先生提供的发票上，
记者看到，他在3月2日、3日分
两批购买了金大福店55条蜜
蜡毛衣链， 总计货款9240元，
但产品没有任何的检测报告。
湖南国际矿物宝石检测评估
中心出具的检测结果显示：产
品均为塑料挂件。

商家称项链为赠品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大
福店员解释，消费者购买的蜜
蜡毛衣链是赠品，商品吊牌打
错了。详细情况因为厂家无人
在，不便回复。对于入驻商家
如何监管，超市方面表示回复
需要请示领导，截至记者发稿
前，均未获得回复。

金大福内买55件蜜蜡项链，全是塑料
消费者：曾遭商家围堵威胁 工商执法：查扣营业执照、责令停业整顿，追查商品来源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
李健律师表示，若经确实商家出
售产品为假冒伪劣，则构成典型
的违法侵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
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
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
严重损害的， 受害人有权要求经
营者赔偿损失， 并有权要求所受
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湖南国际矿物宝石检测评
估中心提醒消费者，与产品价值
背离太多的产品不要购买，购买
成品矿物宝石类产品时最好去
专业卖场，并索要检测证书。

15日下午， 长沙市左家
塘工商所执法人员来到了该
家金大福珠宝店， 对该店展
台、储物柜进行了检查。

左家塘工商所所长邓锐
表示， 根据执法人员现场检
查，涉嫌售假的“蜜蜡项链”
暂未发现， 但根据消费者提
供的购物发票和鉴定报告，
可证实这些“蜜蜡项链”是从
该店售出。随后，执法人员对
该店进行了查扣营业执照、
停业整顿处理， 并要求该店
负责人去工商所接受调查。

接下来首先要求该店先

解决消费者问题， 对消费者
进行退货款， 执行一赔三的
赔偿， 消费者的检测费用由
商家出。 邓锐说：“工商部门
也会对这些‘蜜蜡项链’进行
溯源调查， 这些货是从哪来
的，进了多少货，还剩多少。”

同时，执法人员要对该
店所有商品进行详细调查。
邓锐称，涉及消费者投诉问
题处理时间是7天， 涉及到
案件问题处理时间是一到
两个月。“至少在消费者问
题没解决之前，该店不能营
业。”

查扣营业执照，勒令停业

工商行动 律师说法

可要求惩罚性赔偿

3月15日，谭先生向记者展示他所购买到的“蜜蜡项链”，鉴定书显示这些项链全为塑料挂件。
记者 丁鹏志 摄

我省行动

企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