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林兴科 钱元平 组版：王 蓉 MARKET SUPERVISION第 期280

E-mail:bqb@cnnb.com.cn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宁波市民营企业协会
宁波市个体劳动者协会
东南商报 合办

市场监管之窗10~12

2016年 12月下旬始，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
为期两个月的“甬剑二
号”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执
法行动，共检查经营主体
10542 户，立案查处 516
件，目前已结案 194 件，
罚没款519.12万元，向公
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
件。

专项行动期间恰逢元
旦、春节，全市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以突击检查和抽
样检验相结合，将商超、
饭店、药房以及人口密集
区域列为排查重点，牢牢
抓住生产、经营、使用、
运输和仓储等环节，持续
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从严
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如余姚市场监管局，着重
检查零售商超以及年货展
销会是否销售过期变质食
品，从严打击零售药店非
法进货、销售掺杂使假参
茸、虫草等违法行为；奉
化市场监管局通过省局网
络监管平台对各网络经营
主体进行地毯式的巡查和
监管，及时发现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网络食品、药
品、医疗器械经营主体，
并进行实体地址排查；保
税区市场监管局以进口食
品为重点，不间断开展巡
查检查，查获某贸易公司
无中文标签的进口葡萄酒
2000余箱，最终处以罚款
50000元。

通讯员 华碧川

我市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执法活动
检查经营户10542户 立案查处516件

根据举报，近日，慈溪
市市场监管局在观海卫镇
一居民楼查处一家在淘宝
网店卖假冒“CK”品牌服装
的卖家仓库，现场查获各种
印有“Calvin Klein”标志
的内裤 3000 余条，棉袜
500余双，标有“CK”包装盒
100余只，涉案经营者韩某

无法提供所售服装注册商
标许可或授权经营的相关
资料信息。

经查，韩某从广州低价
购进假冒Calvin Klein内
裤，转手即通过其淘宝店铺
进行销售，其进价及售价均
比专柜正品要便宜很多。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查处中。

慈溪：

一淘宝店卖假“CK”品牌服装被查

3月 10日，由宁波湖
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梁
祝婚庆服务有限公司和金
娘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
合打造的“蝶恋钱湖”婚
庆产业园正式签约，产业
园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
项目前期投资3000万元，
建成后将成为我市产业链
最完善、资源聚合化程度

最高的婚庆产业集群。
据悉，该产业园将梁

祝蝶恋爱情主题与东钱湖
山水特色婚恋基地有机融
合，包含有服务中心、特
色婚礼目的地及集散中
心、婚恋文旅创意基地、
时尚婚恋旅游创意设计产
品展示厅、创意文旅产业
培训基地等组合项目。

东钱湖：

“蝶恋钱湖”婚庆产业园签约落户

近日，镇海区市场监
管局在辖区一食品经营者
仓库内查获假冒“牛栏山”
牌陈酿白酒674箱（12 瓶/
箱，共计8088 瓶）。经查明，
当事人在未查验供货者许
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
的情况下，购进假冒“牛栏
山”牌陈酿白酒728箱，进

价为123元/箱，并以15元/
瓶的标价对外销售。至被查
获时止，已售出54箱。

日前，该局已对当事
人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没收侵权“牛栏
山”牌陈酿白酒 674 箱，
罚款194130元。”

镇海:

查获假冒“牛栏山”白酒8088瓶

通讯员 宣文

本次集中整治范围
覆盖全大市，主要针对日
常举报投诉集中或日常
检查问题较多的美发店
和美容美发连锁企业，重
点检查美发经营单位的
主体经营资格、广告宣
传、格式合同、美发服务
和产品质量等。共检查美
发经营单位1392家，发
现问题并责令改正 222
家，立案查处66家。

经营资质是主要问
题所在。检查共发现无照
经营95家，擅自变更企业
名称17家，超范围经营
15家。也就是说经营资质

有问题的共127家，占了
全部有问题的一半以上。

经营行为不规范问
题也不少。12家美发店有
虚假广告或宣传行为，如
宣称“全场免费”，实际需
要先消费后才能获得免
费项目；有自己冠以“中
国著名品牌”“美容美发
百强名店”等名号，但所
谓荣誉称号却无法佐证；
还有销售的美发产品、保
健食品冠以“百年”“祖
传”等名头，随意夸大宣
传疗效的。未明码标价或
价格不透明的美发店57
家，如部分美发店提供的

服务分店长、设计总监、
一般店员等多个档次，但
只对最低档的价格予以
公示。

检查中还发现合同
违法行为29起，如办理
会员卡不与消费者签署
书面协议，也不提供消费
凭据的；部分美发店办卡
虽有明示条款和协议，但
其中却存有加重消费者
责任的不平等条款，如

“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
有”“本卡一经售出概不
可退”“卡内余额必须保
留 30%才能继续消费”

“刷卡手续费由违约方承

担”等“霸王条款”，这些
均已被责令改正或立案
查处。

另外，检查还发现部
分美发经营单位管理混
乱而导致的商品质量隐
患问题。如进货把关不
严，未按规定履行索证索
票义务，不少美发产品没
有中文标签甚至是三无
产品；未定期清查商品，
有使用生产许可证和批
准文号已经失效的产品
以及过期产品的问题；还
有使用前需皮试的商品，
一些经营者未作提醒就
直接使用问题等等。

“百强名店”自吹自擂

结合实地检查，市场
监管部门还委托第三方
检测机构专门对美发产
品质量开展抽样检测和
评价性实验。

共随机抽取 266 批
次美发产品进行检测，其
中监督抽检244批次，而
对开封使用过的22批次
商品开展评价性实验，检
测评价产品包含洗发液、
烫发液、染发液、护发素、
焗油膏、发胶、发膜7大
类。检测评价项目包括微
生物、防腐剂、二噁烷、丙
烯酰胺、甲醇、过氧化氢、
巯基乙酸、去屑剂等。

“目前，监督抽检产
品仍在检测中，进行评价
性实验的22批次产品已
经完成并出具检验结
果。”宁波市市场监管局
举报投诉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已知的检测结
果来看，我市美发行业所
用产品的质量状况不容乐
观。“22批次产品中检出
不合格12批次，检出不合
格项目13项次，主要为菌
落总数、甲基氯异噻唑啉
酮和甲基异噻唑啉酮的混
合物、甲醇、丙烯酰胺。”

“从以上检测结果可
以看出，部分美发经营

单位使用的产品质量状
况堪忧，其中又以洗发
液、护发素产品的防腐
剂(MIT、CMIT)超标、
菌落总数超标问题最为
严重。”该负责人认为，
其原因可能是劣质、不
合格产品内源性产生
的，也可能是已开封产

品在日常使用中不注意
清洁卫生和保管不当，
重复使用所导致的交叉
污染。“建议消费者在接
受美发服务时，对于洗发
液、护发素等清洗型产品
尽量选择自带，以更有效
地保障自身健康。”

尽量自带洗发用品

序号

1

2
3
4

不合格项目
甲基氯异噻唑啉
酮和甲基异噻唑
啉酮的混合物
菌落总数
丙烯酰胺
甲醇

项次

7

4
1
1

占比

53.80%

30.80%
7.70%
7.70%

涉及样品类别

洗发液、护发素

洗发液、护发素
洗发液
烫发液

评价性实验不合格项目检出情况统计表

甲基异噻唑啉酮
(MIT)和甲基氯异噻唑
啉酮(CMIT)：属于高效
杀菌剂，因具有广谱杀
菌性能而在清洗型化妆
品中被作为防腐剂广泛
使用。MIT 和 CMIT 含
量超标可能会使敏感肤
质人群诱发皮炎等过敏
反应，因此我国对 MIT
和 CMIT 在化妆品中的
浓度有严格限制。

菌落总数：是指单
位 化 妆 品 中 的 菌 落 个
数，表示产品受细菌污
染的程度。使用菌落总
数超标的化妆品，容易
引起皮肤感染、引发炎
症，直接对人体健康安
全构成威胁。除了产品
自身质量因素外，不适
当的储存环境、频繁用
手接触化妆品等原因同
样会导致化妆品菌落总

数超标。
丙烯酰胺：化妆品

中的丙烯酰胺来源于聚
丙烯酰胺。聚丙烯酰胺
作为化妆品的增稠剂，本
身及水解体没有毒性。但
由于其不稳定性，会自然
分解变回丙烯酰胺单体，
而丙烯酰胺对人和动物
都具有神经毒性，对动物
还具有生殖毒性、致突变
性和致癌性，被国际癌症

研究中心列为2A类致癌
物。

甲醇：是危害神经
及血管的剧毒物质，具
有明显的蓄积毒性。国
家强制标准规定化妆品
中甲醇的含量不得超过
0.2%，长期接触微量甲
醇，会对人体的神经和
血管产生危害。）

通讯员 张淑蓉
王 前

■科普小贴士 检测指标说明

我市开展美发行业集中整治活动
发现问题并责令改正222家，立案查处66家

据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统计，2015年和2016年，我市12315热线平台分别接到涉及美发行业的消费者
投诉2857件和3069件，连续两年居全市服务类投诉首位。

为进一步规范美发行业经营行为，净化全市美发行业市场秩序，宁波市市场监管局于近期开展了为期
10天的美发行业集中整治，共检查美发经营单位1392家，发现问题并责令改正222家，立案查处66家。

一要选择具备经营资
质、有一定规模和卫生条
件较好的美容美发店消费；

二要谨慎理性办理会
员卡，根据自己的实际需

求慎重对待各种打折促销
活动，而且要尽量与商家
约定好双方的权利义务并
索取书面凭据；

三要仔细甄别商 家

使 用 的 美 发 产 品 ， 正
规 产 品 应 详 细 注 明 生
产 商 信 息 和 相 关 许 可
证 号 、 批 准 文 号 等
（可登录国家食药总局
网站查询）；

四要严格按照产品
使用说明，对容易引起
过敏的产品在使用前应
要求商家先在身体其他
部位测试。

■消费提示 理性办理会员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