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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3·15前夕，市工商局公
布了10个 2017年度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典型案例，“85度 C”、“under
armour”等品牌被点名。值得注意的
是，其中，去年3·15晚会曝光的上海
心知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互动百
科词条虚假宣传案、上海览莳商贸有
限公司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两个案例
也均在列，两家公司分别被处以5万
元和30余万元的处罚。

案例一
和夏（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以“肉粉松”充当肉松

当事人和夏（上海）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系“85 度 C”、“85℃”、“85℃
Daily Cafe”餐饮连锁品牌的经营
者。2015年10月起，当事人通过在
沪的43家分公司（门店）以现制现售
方式制作并出售相同原料制作的“熏
鸡肉松面包”和“辣味香松面包”两款
产品，店内商品说明分别为“熏鸡肉
松面包，夹着熏鸡肉的肉松面包，微
辣，口感有弹性，销售价格11.0元/
个”和“辣味香松面包，日式甜面团，
搭配辣味肉松，销售价格 8.0 元/
个”。经查，当事人为降低面包的制
作成本，增加竞争优势，以肉粉松为
原料制作上述两款产品。当事人的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奉贤
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
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罚款15万元。

案例二
安德阿镆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服装性能未达宣传值

当事人于2016年1月委托代理
公司进口“under armour”品牌女装
针织运动服（款号：1271523-899），
并采用在其官网、自营商铺及批发的
3种形式对外销售。在该服装的吊牌
上标注有“UPF30+”（紫外线防护系
数）字样的宣传内容。2016年7月，
在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抽检中，经第
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当事人在其官网
上销售的“under armour”品牌，款号
1271523-899女装针织运动服的防
紫 外 线 性 能 未 达 到 明 示 宣 传 值
（UPF30+）的要求。当事人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
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
行为。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

当事人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共
计7万余元。

案例三
上海览莳商贸有限公司
坐地起价“名表乱修”

当事人主要从事钟表维修保养
业务，店招为“名表维修中心”。有消
费者反映该店存在“小病大修、没病
乱修、维修人员缺乏专业认证”的情
况。经查，当事人在经营中未对维修
零件的价格进行明码标价，并且无法
提供钟表维修业务所使用零件的进
货来源及凭证。当事人的上述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相
关规定，虹口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
事人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警告，罚款
人民币5万元。

案例四
上海心知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在互动百科词条虚假宣传

当事人主要从事“极藻5S”、“百
龄堂盐藻虾青素”、“百龄堂盐藻”等
食品的互联网销售。当事人与北京
互动百科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服务合同》，在互动百科平台上拥
有“极藻5S”、“极核5S”、“百龄堂盐
藻虾青素”、“百龄堂盐藻、百龄堂唐
旨”等5个词条。当事人利用上述词
条进行宣传，通过将临床医学报告中

“虾青素”替换为“百龄堂盐藻虾青
素”、虚构《抗衰老圣典》中相关内容
等方式，让消费者误认为食品“百龄
堂盐藻虾青素”“百龄堂盐藻”具有临
床医学功效。当事人利用自有网站
虚构科研机构和科研数据成果，让消
费者误认为“百龄堂极藻5S”对疾病
有效。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构成发布虚假广告行为。静安区市
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
相关广告，并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
响，罚款共计30余万元。

据悉，2017年，全市工商和市场
监管部门通过12315系统共处理消
费 投 诉 举 报 23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104.4%，帮助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8584万元。通过开展“网络购买商
品7日无理由退货”、“红盾质量维权
行动”、“双随机一公开”、“违法推销
老年保健品”等多次专项执法行动，
一年来，共立案查处商品质量及消费
者权益保护类违法案件1368件，罚
没款3437余万元。

浦银安盛绝对收益军团再添生力军，浦银安久回报定开混合重磅发行
今年以来，追求绝对收益的投资者占

比不断提升，也让不少公募基金将提升绝
对收益作为投资重点,浦银安盛已成功打
造了一支业内知名绝对收益军团。

日前获悉，浦银安盛基金绝对收益大
家族又迎来新成员，由金牛基金经理褚艳

辉领衔担纲的浦银安盛安久回报定开混和
基金于3月12日起正式发行，投资者可通
过交通银行等各大银行、券商及浦银安盛
基金官方直销平台等渠道认购。在产品设
计上，浦银安久回报采用固收“打底”+权益
增强。

巾帼人物领军，财通基金业绩、策略双领先
在男性占比更高的权益类投资领域

中，同样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基金经
理，例如财通基金权益投资总监谈洁颖，
13年证券投资经验，曾获得三年期“金牛
奖”、三年期“金基金”奖。

据业内人士介绍，公司目前正在发行

的财通福佑是一只关注大宗询价的公募基
金。该基金将力争保持财通基金“策略、业
绩双领先”的投资优势，通过均衡配置的方
式控制产品波动，力争再为投资者打造一
只“能防守、擅进攻”的特色基金产品。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1号店1批次鱼片抽检
有毒性物质超标16.1倍；家乐福（上
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家乐福（网
站）销售的一批次开心果和扁桃仁，
霉菌检出值比国家标准规定均高出
1倍……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公布最新抽查的一批不合格
食品名单。其中，多家与上海食品生
产经营者有关。

据悉，不合格的食品具体为：家
乐福（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家乐
福（网站）销售的标称中林森林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委托伊春市鑫旺山特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开心果和扁
桃仁，霉菌检出值均为50CFU/g，比国
家标准规定（不超过25 CFU/g）均高出
1倍。上海新欧尚超市有限公司人民
店销售的标称杭州顶园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法式蛋糕（浓情巧克力味），菌落
总数5次检出值分别为1.1×104CFU/
g、3.9×104CFU/g、1.7×104CFU/g、
2.0×104CFU/g、1.9×104CFU/g，不符
合国家标准规定。据介绍，霉菌污染可
使食品腐败变质，破坏食品的色、香、
味，降低食品的食用价值。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商场销售，标称上海明奋实
业有限公司分装的美味鱿鱼条，N-
二甲基亚硝胺检出值为6.68微克/千
克，比国家标准规定（不超过4.0微
克/千克）高出67.0%。在1号店（网
站）销售，标称秦皇岛市金海马海产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黄金鱼片，N-二
甲基亚硝胺检出值为68.4μg/kg，比
国家标准规定高出 16.1 倍。据介
绍，N-二甲基亚硝胺是N-亚硝胺类
化合物的一种，虽然目前由其引起的
急性中毒较少，但如果一次或多次摄
入含大量该类物质的食物，也可能引
起急性中毒，主要症状为头晕、乏力、
肝实质病变等。

此外，沃尔玛华东百货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一·二八纪念路分店销售，
标称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经
销的巧克力味威化卷饼干（原产国：
印度尼西亚），过氧化值比国家标准
规定高出1.2倍。

据悉，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
品，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已通报上海等
相关省市依法予以查处，并要求相关
食品生产经营者所在地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自通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
向国家食药监管总局报告核查处置
情况，向社会公布。

国家食药监公布最新一批不合格食品名单

沃尔玛、家乐福、1号店等均上榜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昨日，上海高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上海法院消费
者诉讼维权案件审理情况。2015年
至2017年，上海法院审理消费纠纷
案件共70838件，其中网购、精神体
验类消费纠纷数均逐年增加。而在
新兴的共享经济领域，上海法院也积
极研究，力求用司法促进新经济发展。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上海法院
2015 年至 2017 年分别审理消费纠
纷案件 25563 件、24138 件、21137
件。随着消费模式的转型发展，网络
购物消费已成为重要的消费方式，网
络购物在给消费者带来便捷、优惠购
物的同时，也对产品质量监管、售后
服务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了新
的挑战。上海法院近年来审理的此
类案件虽然数量不多，但呈现不断增
长的态势。2015 年为 265 件，2016
年快速增长至612件，2017年更是

跃升至1053件。
另外，涉及食品药品的纠纷每年

在600件上下，数量相对较为稳定，
主要集中于食品包装标注不规范、已
过保质期、进口食品未经检验检疫等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精神体验类消费
纠纷呈增长态势，消费者维权领域从
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向追求消
费品质、消费安全方面延伸，从传统
的实物类消费向体现个人情感体验
的精神消费领域扩展，如旅游合同纠
纷近三年受理的数量分别为301件、
672件、751件。

近年来，出现在共享经济等各种
新领域中的消费纠纷不断涌现，给法
院审判工作带来挑战。杨浦法院开
展关于共享单车的法律问题研究，金
山法院开展网约车的疑难问题研究，
从而确保审判既充分保护消费合法
权益，又有效引导消费新模式的健康
发展好效果。

2017年沪法院审理消费纠纷案件21137件

网络购物纠纷案升至1053件

市工商局公布2017年度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85度C”用肉粉松制作肉松面包
■都市脉搏

85度C为降低制作成本，使用肉粉松作为原料。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