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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市工商局“智
慧 315”消费维权平台接到多起
关于网购食品的消费投诉，涉及
虚假宣传、进口食品没有中文标
签、非法添加等多方面。对此，市
工商局“智慧315”消费维权平台
提醒，网购食品已不再游离于法
网之外，根据新《食品安全法》，
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时，可向入
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
要求赔偿。因此，网购食品需索
要发票并网页截图留存证据。

前不久，市民周女士向消费
维权平台反映，她在我市一家网
络商家的淘宝店铺购买了海草裙
带菜，“网页宣传产品是绿色食
品，可是，收到商品后发现包装
上并没有绿色食品认证标志和相
关证号”。周女士认为商家存在

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要求按
照相关规定退还货款并赔偿。消
费维权平台调查发现，该网店经
营者在未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认证、许可使用的情况下，
擅自以“真正绿色食品”进行产
品宣传、销售，误导消费者。经
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了和解协
议。

进口食品竟没有中文标签，
对于网购一族来说也不陌生。今
年3月，市民巩先生在我市一家
商家开设的淘宝店铺，购买了两
包印度豆饼，“卖家承诺为印度
食品，可是收到货发现，不仅包
装极为简陋，而且没有中文标
识，连生产日期、配料表、厂名厂
址等相关信息也没有。”经消费
维权平台协调，巩先生表示愿意

与商家协商解决纠纷。
网购食品交易量快速增长，

但是网络销售食品的安全质量
监管比传统商业难度更大，因为
食品进货渠道不明、食品宣传不
实、储存运输不规范、食品安全
事件追溯难、售后维权难等产生
的消费纠纷屡屡出现。那么，网
购到“不靠谱”食品该如何维权？

消费维权平台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新《食品安全法》规
定，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
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
如果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
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则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赔偿。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
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
产者追偿。

市消协相关负责人提醒，消
费者在网购食品的过程中，要注
意截取保存购买商品的信息页
面、交易（订单）页面，保存聊天
记录，索要发票或收据，保留第
三方交易平台信息，商家发货清
单和其他电子票据单号。若收货
后发现食品存在问题，要将出现
问题的食品拍照留存，剩余食品
封存，并第一时间联系经营者处
理。若无法与商家达成一致，可
向商家所在电商平台投诉，也可
以直接向商家所在地的消协
（委）或其他维权机构申诉。

（陈红生 朱婕）

网购食品不再游离于法网之外
“智慧315”：但要注意索取发票并留存证据

昔日杂草地 今成小花园
昨天，华润新村小区居民楼前的

美丽月见草、黄菖蒲花开正艳。以前
这里的绿地经常杂草丛生，杂物随处
可见，无人管理。经过海绵城市工程
改造后，每到春夏之际，小区里处处花
团锦簇，昔日的绿地已成为居民楼前
的小花园。 王呈 摄影报道

近日，有媒体披露瑞
典宜家公司宣布召回疑似
生产原料遭老鼠污染的

“Godis Paskkyckling牌”棉
花糖，为防止疑似问题食品
流入市场，丹徒区市场监管
局餐饮安全监管所迅速组
织力量对丹徒新城范围内
的食品经营单位进行清查，
目前未发现疑似问题棉花
糖。

倪姗 陶春 摄影报道

市福利中心
组织老人踏青游玩

本报讯 近日，市福利中心社工
部、生活护理部组织三无老人到金山
湖踏青游玩，此次活动是社工项目“情
暖夕阳、乐享生活”子活动之一。

老人们在金山湖畔驻足欣赏美好
春色，边走边聊，沉浸在春日欢乐和谐
的氛围中。市福利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每年他们都会组织这种春游活动，
让老人们有机会亲近自然，享受“老有
所乐”的幸福。 (陈彩姣 王露)

社区举办捐书活动
本报讯 只要社区居民捐出一本

书，就可以获得东风社区阅览室免费
借阅卡一张。“五一”假期前，象山街道
东风社区开展捐书活动，得到了附近
居民积极响应。

一人看书为自赏，大家一起为共
享。记者了解到，今后社区还将根据
辖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协调各方资源，
争取更多的书籍，让书香飘满社区。

（尹宇 林兰）

我市计划今年新增
停车泊位1万个

本报讯 日前，市城管局牵头组织
召开了停车泊位存量普查及增量规建
任务布置落实协调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全市计
划新增停车泊位 1万个。其中，丹阳
市新增泊位1300个，句容市新增泊位
1300个，扬中市新增泊位 1300个，丹
徒区新增泊位1300个，京口区新增泊
位 1300个，润州区新增泊位 1200个，
镇江新区新增泊位1300个，高新区新
增泊位 1000个，并鼓励机关、企事业
单位试点错时对外开放，进一步缓解
我市停车难问题。

（胡冰心 江晨 戴勇）

本报讯 近日，市委常委、新
区党工委书记秦海涛带队赴陕西省
渭南市合阳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
现场签约7个项目。

秦海涛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万
众幸福苑、合阳经开区、金峪现代
农业园区、政务服务中心，详细了
解了合阳城市规划建设和特色产业
龙头企业发展情况，特别对企业帮
带贫困户脱贫致富模式进行了充分
调研。去年，合阳县生产总值完成
92.45亿元，增长8%，秦海涛对合
阳一年来呈现的喜人发展态势表示

祝贺，希望双方抓住此次机遇，发
挥优势、整合资源、合作共赢，推
动对口协作迈向深入。

“对口合阳，为合阳喝彩；走
进合阳，与合阳有缘；深入合阳，
向合阳学习；牵手合阳，促合阳共
进。”在协作共建座谈会上，秦海
涛指出，合阳与镇江新区的相同之
处颇多，都邻近省城、连接江河、
拥有温泉、文化深厚、充满温度，
新区将认真学习借鉴合阳乡村环境
的管理水平、旅游资源的开发模
式、农村合作的经营方式、文化品

牌的塑造方法，积极响应省委书记
娄勤俭的号召，携手合阳共抓大机
遇，共建大产业，共推大创新，共
筑大市场。

围绕如何深化对口扶贫协作，
考察组谈到，新区要从“四个方
面”深度发力，切实提升扶贫成
效：一是在绿色产业深度合作上发
力，充分利用双方在光伏发电、储
能技术、新能源等绿色产业上的资
源优势，助力合阳从农业大县向二
产转型三产迈进；二是在脱贫攻坚
精准帮扶上发力，加大劳务输出合

作力度，把新区打造成合阳人民外
出务工、创业、培训的新家园；三
是在改革创新成果共享上发力，主
动分享集成改革的经验做法，共同
探索全要素的改革创新；四是在对
口协作机制完善上发力，大处着
眼、实处着手，把对口协作放到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深
度融合上谋划，在互学互动中形成
市场机制，在常态长效中拓展项目
内涵，加速实现双方共赢共享。

合阳县县长邓宽社感谢镇江新
区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合阳

将确保在建项目加快步伐，新签项
目尽快实施，真正把项目的机制建
立好、资金管理好、作用发挥好，
让合阳百姓早受益、多收益。

考察组一行还对城关街道办事
处便民服务大厅、孟家庄社区、合
阳水库（调蓄池）工程等地进行了
实地走访，并就行政审批改革和集
成管理改革经验进行交流。

渭南市政协主席、副市长吴蟒
成，副市长王建平，合阳县县委书
记李县平，县长邓宽社等领导参加
陪同。 （范昀 周衡 徐峰）

本报讯 7天完成管道线路
改造和检测解企业燃眉之急，近
日，新区多部门协力保供工作收
获好评。

今年来，随着新区大项目引
进和区域安全生产要求不断提
高，新材料产业园和新能源产业
园区内部分蒸汽管道以及电力
线路需要重新改造，同时，园区
蒸汽东线主管已超过检验期限，
相关检测工作也迫在眉睫。

改造和检测期间需要停气、
停电，且几项工作需要耗时十多
天完成，影响包括索尔维、正丹、
力信、耐丝等 10多家重点企业
的正常生产，预计损失超过1亿
元。而企业正处于销售旺季，加
之其生产计划周期等多重原因，
4月初各家企业在得知这一消
息时，都感到了巨大压力，纷纷

要求管委会进行协调解决。
为做好要素保供工作，打造

良好营商环境，在接到信息的第
一时间，经发局牵头，科信局、城
乡建设局、市场监管局、新材料
产业园、新能源产业园、大港热
电厂和镇江市供电公司等多部
门开展联动作业，将天气、施工
进展、企业生产计划、节假日等
多重因素、边际效应考虑在内，
前后拿出多种方案反复论证，精
心组织、统筹安排，尽可能叠合
作业，压缩工期。最后，一个由经
发局拟定的停电、停气同步实施
方案，因最大化减少企业二次损
失通过决议。

多部门联动建立的能源保
供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告知企业
详细的改线及检测计划、施工进
展，安抚企业情绪，帮助企业尽

可能提前复工，减少损失。其中，
市场监管局的专题协调，江苏特
检院镇江分院积极调动全省资
源，多支队伍同时进场，排定检
测计划，日夜施工，超大强度地
完成了2000余个断口的检测工
作；大港热电厂也不计成本地做
好各项配合工作，提前做好江化
微地埋管预制工作。由于各部门
的此项工作中通力合作，原计划

10天紧急完成的工作量被压缩
了一半。

记者从经发局了解到，自 4
月 18日起，3天恢复索尔维、高
鹏药业等上游企业的用气，至
23日对大部分企业恢复供气。
截至 25日下午，累计用时 7天，
所有检测工作均已完成，蒸汽、
电 力 均 已 恢 复 正 常 供 应 。

（王芸 张浩 王华侨）

新区专题推进
安全环保工作

本报讯 近日，新区召开管委会常
务会议专题研究 2018年全区一季度
安全环保工作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新
区管委会主任薛峰带队环保、消防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项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了实地检查。

在实地检查中，检查组就在港龙
石化码头发现的有灭火器没有标注有
效日期、紧急情况下用于清洗有害物
质的水龙头不能及时出水等现象，要
求相关负责人立刻进行整改。在深入
园区企业开展检查时，检查组要求各
企业要重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在日
常生产中做到安全和效益两条腿走
路。薛峰就江南化工、高鹏药业的转
型升级成效给予了肯定。他鼓励企业
继续扩大对新产品的研发，在降低能
耗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随后，在安全环保工作重点项目
推进会议上，薛峰指出，全区上下要进
一步强化安全环境意识，要按照“全覆
盖、无盲区”的要求，精细排查隐患；按
照“全方位、治源头”的要求，精确整治
问题隐患，引导全区企业提高安全环
保本质水平；按照“全周期、严考核”的
要求，精准执法，进一步提高执法的速
度和精准度，通过严格的执法，震慑一
方、教育一方、提升一方；按照“全天
候、强机制”的要求，精心履职担当，各
位河长要对领衔的河道加强巡查整
治，对沿江所有排口进行全面排查、确
保万无一失，化工企业“四个一批”工
作要按照“四清五到位”的要求，严格
落实到位。对于非法采砂采石、固废
违法倾倒、非法养殖畜禽等问题，公
安、环保部门要重拳出击、不留隐患。

（陆欣）

发挥优势 整合资源 合作共赢

新区赴陕西合阳开展对口扶贫协作

共谱产业强市新篇章共谱产业强市新篇章

7天完成管道线路改造和检测
多部门协力要素保供解企业燃眉之急

管道改造完成 张浩 摄

姚桥举办
通讯员培训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通讯员的
写作能力和水平，日前，姚桥镇举办
2018年度通讯员培训班，为镇、村 30
多名通讯员集体“充电”。

此次培训活动，邀请了镇江市知名
媒体人开设新闻写作和摄影讲座，就新
闻信息采集、稿件撰写、新闻摄影等方
面知识做专项培训。当天讲座，专家通
过新闻案例，深入浅出地向大家解析如
何敏锐地抓住新闻线索、把握新闻要
素；通过分析摄影实例，详细介绍了新
闻图片的特点及摄影技巧运用。

当天培训结束后，学员纷纷表示
活动实用性很强，会把学习到的新闻
写作知识和摄影技巧运用到今后的宣
传工作中去。同时，一些学员还谈到，
培训活动让其在立足本职岗位理解时
事要闻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高涛）

住建系统500女工
有了自己的“家”

本报讯 日前，市住建局系统召开
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暨第一次执委
会，住建局系统妇联组织正式成立。这
标志着近500名住建女职工有了自己
的“家”。

住建局系统近 500 在职女职工
中，涌现了“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江
苏省五一巾帼标兵岗”“江苏省巾帼文
明岗”等先进集体，涌现了“江苏省五
一巾帼标兵”“江苏省三八红旗手”和
江苏省“巾帼建功”先进工作者等先进
个人。她们富有爱心，乐于助人，发动
参与各类公益活动，为身处逆境和弱
势群体献出一份份爱心。

市住建局系统妇委会改建妇联
后，将以“巾帼建功”等活动为载体，汇
聚“她力量”，激活“半边天”。

（方良龙 陈生）

清查
问题棉花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