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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A11

《电商法》执行细则发布
经营者要进行市场主体登记
网络经营场所不得进行线下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以下简称《电商法》
）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近日发布了执行细则。记者昨天采访了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对此执行细则进行解读。

电商经营者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12 月 4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有关规定公告了执行细则——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
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要求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平台内
经营者的身份信息，提示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
营者依法办理登记。

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成为企业、个体工商户
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应当依照现行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相关规定，向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市场主体
登记。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
家庭手工业产品，
个人
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
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
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
要进行登记的除外。

网络经营场所不得进行线下活动
《意见》 明确指出，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
为个体工商户的，允许其将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
场所进行登记。对于在一个以上电子商务平台从事
经营活动的，需要将其从事经营活动的多个网络经
营场所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允许将经常居住地登
记为住所，个人住所所在地的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市场监管部门为其登记机关。

以网络经营场所（各种不同的电商平台）作为经
营场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仅可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擅自改变其住宅房屋用途用于从事线下生
产经营活动并应作出相关承诺。登记机关要在其营
业执照“经营范围”后标注“（仅限于通过互联网从事
经营活动）”
。

经营者应在显著位置公示信息
《意见》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
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属于依照《电商法》第
十条规定的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
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电子商务经营者

登记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建立健全相应
工作机制，并结合地方实际做好本意见的贯彻落实，
细化实化工作措施。执行中遇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
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

体现了商业经营线上线下一致原则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市场处负责人表示，
《电商
法》的出台，目的是为了积极支持、鼓励、促进电子商
务发展，结合电子商务虚拟性、跨区域性、开放性的
特点，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采取互联网办法，按照
线上线下一致的原则，为依法应当登记的电子商务
经营者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提供便利，促进电子商务
健康有序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意见》提出可以将电商平台作为经营场所，同
时允许将经常居住地登记为住所，这样就将经营场
所和住所进行了明确认定。一方面更加强了电商平
台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市场
主体者的属地管理。
“因为很多电商平台都是全国性
的，之前没有登记市场主体和住所，很多个人网店的

经营者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推脱责任。现在通过经营
场所和住所的双重登记，明确了平台方的管理责任，
也加强了住所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的属地管理责
任。通俗地讲就是之前虚拟的各种电商平台都可以
成为登记地点了，加上经营者实际的住所登记，以后
出了问题，更加容易分清责任，找到店主也容易多
了。
”
而明确网络经营场所不得进行线下活动，也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
“以前，有的网店经营者除了在住所进
行线上交易以外，还会把住所变成仓库等，扩展了本
来不应具备的功能，会造成很多实际的冲突和问题。
现在有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基层执法也有了更好的依
据。
”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张璐

央行近期查处拒收现金违法行为 602 起
市民如遇拒收现金情况 可向有关方面投诉
本报讯（记者 周静） 央行近期查处拒收人民
币现金行为 602 起，盒马鲜生被点名。中国人民银
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相关人士通过本报提醒广大市
民，如果碰到商家拒收现金的情况，可以拨打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 12363 投诉电话进行投诉。
据公开信息，今年 7 月至 12 月是人民银行整治
拒收现金工作的集中整治期，自该工作开展以来，
全国共处理拒收现金行为 602 起，经约谈、政策宣
传和批评教育，558 起已全部整改到位，44 起正在
处理过程中。整治焦点集中在政务和公共服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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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煤缴费、新零售、交通类、餐饮业、景区等人口
密集和涉外场所。其中，经查证，在盒马鲜生消费
无法使用现金，必须使用其手机客户端。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第一时间要求盒马鲜生做出整改。
人行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任何单位和个人非因
法定理由不接受现金的，可以认定为拒收现金行为。
使用现金进行支付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经
认定有拒收现金行为的，人民银行将依据相关法规按
照情节轻重进行行政处罚。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中
国人民银行已经出台了整治拒收现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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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们身边的
米食网红店”
评选结果公布
通过各项活动
倡导社会大众
形成爱粮节粮、
保障安全的意识

本报讯（记者 谢昭艳 通讯员 时
汉成） 结合网络投票成绩和评委专家
的评定，并经过公示，十大宁波米食网
红店正式出炉，宁波梁桥米业有限公
司、宁波米氏实业有限公司、吉林大米
宁波直营店、金山年糕的故事、郑氏十
七房老刘冻米糖、柴桥老街生煎、陆埠
恒丰豆酥糖、象山芳记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奉之味牛肉干面有限公司、朱平
飞大嵩米馒头十家单位榜上有名。
11 月 1 日中午，宁波市粮食局和
宁波晚报联合推出的
“寻找我们身边的
米食网红店”粉丝投票活动正式开始，
投票持续到 11 月 6 日中午 12 时，参与
者 257337 人次，
投票累计 19044 张。
从 8 月 22 日起，宁波市粮食局和
宁波晚报联合推出
“寻找我们身边的米
食网红店”活动，粮食部门和晚报的粉
丝在全市范围内挖掘寻找口碑良好的
人气米食店，
让老百姓更好地了解丰富
的米食文化。
这次米食网店的评选是宁波市粮
食安全系列宣传的活动之一。10 月 12
日，
通过宁波晚报举行了好粮油知识竞
赛，更好地普及了粮油消费知识。10
月 16 日，宁波市 2018 年第 38 个世界
粮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主会
场仪式在鄞州区福明家园小区举行，
从
事粮食工作的人士现场向消费者讲解
粮油知识，并展示展卖优质大米，来自
梁桥米业、吉林查干湖、吉林延边的大
米普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并给福明
街道部分老人送去了吉林松源粮食集
团的查干湖大米以示慰问。
宁波市粮食部门通过各项活动，
倡
导社会大众形成爱粮节粮、保障安全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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