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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 2018 年十大侵权典型案例

去年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76.45万件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日前，
上
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 2018 年
十大侵权典型案例，大多与民生密切
相关，违法主体中不乏行业知名品
牌。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的 2018
年度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包括：上海泰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虚假宣传案，
上海华浦教育进修学校
违反《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
案，上海酷果贸易有限公司侵害消费
者权益案，上海甯勰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侵害消费者权益案，英复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上

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侵害消费者
权益案，上海母婴之家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侵害消费者权益案，
上海汤
姆熊娱乐有限公司将不符合保障人
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的玩具产品用于经营性服务案，
民营
医院不正当竞争系列案，
上海定元实
业有限公司侵害消费者权益案。
这些企业因违法违规，
已被上海
市场监管部门予以处罚。上海市场
监管部门分析，这些典型案件大多与
民生密切相关，涉及房产、教育、医
疗、网络消费等各个方面，同时违法
行为典型，既有合同格式条款违法、

老年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也有侵害消
费者个人信息、网店虚假竞拍等各类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案例显示，
违法主体中不乏一些
行业知名品牌。比如 2017 年 1 月初
至 2017 年 6 月底，上海福满家便利有
限公司在其旗下“全家超市”上海门
店和上海纳客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的集享联盟 APP 上发布“湃客咖啡”
电子点标活动。事实上，
该活动共分
5 个周期，每个活动周期所集的电子
点标只能单独使用，
不能与其他活动
周期累积使用，
但当事人未事先告知
消费者，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构
成了以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销售商
品的行为；
上海汤姆熊娱乐有限公司
将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的国家标准的玩具产品用于经
营性服务，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执
法部门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使用不
合格玩具产品，没收库存的玩具产
品，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罚款。
据悉，2018 年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共计
76.45 万件，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2.56
万件，
罚没款 5.02 亿元。

浦商集团社区商业板块又添新成员
浦商百货博山店开业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金杨新村街道的居民们又多了一个
购物休闲的好去处。记者了解到，浦商百
货博山店已开始运营，丰富、亲民的业态
使其成为居民们眼中的“邻家百货”。
记者在现场看到，博山店共有 4 层，
一层时尚生活馆，主营生鲜超市、黄金珠
宝、化妆品、运动品牌等；二层潮流服饰
馆，主营床上用品以及不同年龄段的男女
装等；三层以亲子、儿童业态为主，教育培
训、儿童娱乐方面的品牌较为集中；四层
则是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餐饮美
食、影城、健身等业态一个不落。知名餐
饮品牌海底捞等商户仍处于围挡状态，很
快就将陆续与消费者见面。记者走访周
边时还注意到，附近聚集了菜场、餐馆、连
锁小吃店等，对附近居民来说，浦商百货
博山店的开业，将带来便利的一站式购物
体验。
社区商业是浦商集团的主要业务板
块之一，
“浦商百货”作为集团旗下专业社
区百货连锁品牌，始终植根社区、服务居
民，目前已先后开设昌里店、金汇店、现代
店、南汇店、金叶店和博山店 6 家门店，拥
有较大固定客群，得到了社区消费者的广
泛认可。

特聘建筑师设计特色村庄
周浦镇启动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百姓礼堂改造、
自然村落风貌设计、
“ 顾家宅”历史建筑保护性更新……昨
日，周浦镇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正式启动，并特聘专业建筑
师在村庄建筑外观、内部功能、整体风貌等方面进行有益的
探索创新，
为今后的乡村建筑设计树立标杆、指明方向。
周浦镇副镇长陆风云介绍，经研究，周浦确定了将全国
文明村棋杆村、浦东新区文明村界浜村中 4 个场所作为示范
启动点，其中包括老宅更新、公共空间升级等项目。
“ 我们选
取了基础条件较好的 4 个点位，率先启动乡村振兴建设，从而
更高质量地完成周浦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将镇乡村振兴
工作落到实处。”他说。
活动现场，周浦镇向 4 名特聘建筑师授予乡村建筑师聘
任证书。接下来，按照“一村一大师”的工作机制，建筑师将
深入乡村，根据村庄现状与村民需求进行项目设计规划，逐
步形成一批乡村建设示范点。其中，建筑师庄慎将负责棋杆
村老厂房改造项目。他说，与城市改造不同，乡村建设应注
重实用性与经济性，更要注重环境保护，
“把村民使用需求与
地方特点相结合，
从而形成特色示范。”
新时期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深入乡土社会的研究与专业
引导，让乡村风貌与特色凸显其特有的基因，更好地适应当
代乡村生活。陆风云表示，希望建筑师们能为乡村振兴插上
专业的翅膀，发挥自身优势，使村内设施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空间功能愈发多元，打造更有内涵及地方特色的乡村风貌，
从而推动周浦乡村空间品质提升。
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关也彤表示，乡村振兴
需要各方合力、全民参与。
“ 希望建筑师与村民有更多交流，
将当地的文化、风貌保留下来，让建筑更有生命力。”他说，
“同时，也希望周浦能发动百姓共同参与，创新乡村治理模
式，
继续走在浦东乡村振兴的前列。”

注重创新要素流动
打造优良营商环境

浦商百货博山店的开业，
为附近居民带来一站式购物体验。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推动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
（上接 1 版）
展将以全球化的创新视野与技术，
帮
2019“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慕尼
助中国电子制造企业打造从传统自
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和“慕尼黑
动化向完全互连和柔性系统飞跃的
上海光博会”3 个展览将于 3 月 20 日 “智慧工厂”。慕尼黑上海光博会以
至 22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
国际化的视角呈现光电行业的全方
行，届时将有 2600 家参展商参展，展
位产品内容，
专为满足中国市场的独
览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米，预计将吸
特需求，将聚焦激光器与光电子、光
引 15 万名观众到现场参观。其中， 学与光学制造、激光生产与加工技
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将全面展示电子
术、成像以及检测和质量控制、机器
技术在各个应用领域的重要突破，帮
视觉五大专题。同期也将举办汽车
助人们了解电子世界发展背后的创
电子、电子电力、国际医疗、电子制造
新动力。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
等创新技术大会。

2019 中国国际电子电路展览会
则将于 3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举办，展会将云集 700 家
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
厂商，包括近 30 家著名印制电路板
制造厂商，展览总面积达 5 万平方
米。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上海实体经
济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统
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上海电子信息
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6450 亿元，
同比增长 1.9%，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的 18.5% ，占 6 个 重 点 工 业 行 业 的
27%。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工业总
产值 3651 亿元，增长 5.8%，高出电子
信息制造业 3.9 个百分点，结构调整
显示成效；在华力、和辉、中芯、积塔
等重大项目带动下，
电子信息制造业
投资增幅明显，有力带动工业投资，
为本市巩固提升实体经济做出新贡
献。
“信博会将进一步形成整体规模
效应，
推动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
展。”张莉说。

（上接 1 版）
高融昆说，进出口货物监管涉及管理部门多，审批难度
大。如生物医药研发进口用品种类繁多，生物医药产品跨境
流程主要包括入境前许可审批、国际间运输、入境报关、货站
储存、入境查验、国内运输、国内使用、废弃物处置等多个环
节，涉及发改委、科技、农林、市场（药监）、卫健、海关、公安
（消防）、生态环保等多个部门，众多管理部门对生物医药研
发产业链要办理 18 种许可审批。有的法律规定对许可事项
管理职责不清，对应的主管部门难以受理。在实际操作中申
办文件繁多，企业承诺书“满天飞”，申报手续繁琐，间接增加
科创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对进口研发用品等同普通货物
的审批管理，
也不利创新研发。
他建议，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政策要求，对科创
中心建设及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实现“精准施策”，加大对科创
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具体包括，调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
收优惠政策的准入门槛。
“需要简化审批流程，并将权限下放至科创中心所在地
政府部门。”高融昆说，按照简政放权要求，将免税政策主体
资格审批权限下放到与科创中心建设相关的省市政府部
门。对涉及国家部委审批的事项，改由科创中心所在省市政
府部门审批后向相应部委定期报备。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
则简化为由多部门联合出台统一认定标准，明确由该地方政
府一个主管部门独立完成审批手续，
减少重复审批作业。
高融昆同时建议，国务院税则委员会及时调整部分税则
税率。围绕科创中心建设重点产业、重点商品，研究提出税
则、税目、税率等优化调整方案，
推动税则结构优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