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虚假车源信息被罚25万元
8月至12月初，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二手车交易违法案件4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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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叶淼林 颜丙纳）记者昨日从宁波海事局
了解到，象山县近日印发了农村渡运公交化改革实施意见，同时我市首家
渡运公交公司也注册成立。

据介绍，这家财政出资注册成立的象山县农村渡运公交公司，承担渡
运公交化服务职能，统一经营和管理纳入渡运公交化改革范围的所有渡
船。改革后，渡运公交公司将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对所有渡船施行专业的
公司化管理，渡运安全主体责任能得到有效落实；同时，渡运公交公司将优
化渡运航线班次安排，施行定船舶、定航线、定航班的“公交化运营”，让群
众出行更加便捷。

象山县三面环海，两港相拥，境内有600多个岛礁，渡运是当地百姓日
常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据了解，该县辖区目前共有渡运航线10条，渡船
12艘，渡口（停靠点）23处，渡工35人，年渡运量达55万人次、9万车次。

“根据相关意见，此次渡运公交化改革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明年
1月1日起将正式施行公交化运行。”象山海事处处长钱英杰表示，海事部
门接下来将一方面积极配合象山县政府推进渡船的收购、渡工安置等渡改
工作，另一方面将持续落实好渡运安全监管职责，确保百姓早日坐上便捷、
安全的“公交船”。

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王虎
羽）昨日，2018浙江省秋季科技成果竞
价(拍卖)会在浙江科技大市场举行。本
次拍卖会共汇集了219项科技成果，总
起拍价2.48亿元。宁波25项成果拍出
3486万元。

记者了解到，宁波共有25项科技成
果亮相秋拍会，包括“低镍高氮奥氏体不
锈钢研究”“高性能锂电池”“PP和硅橡胶
粘接专用胶研究及产业化”“高粘性纤维
强韧化聚乙烯拉伸膜”等贴近实际生产
生活的最新技术，成果总起拍价为
2785.6万元，经过企业轮番举牌竞价，最
终参拍成果全部顺利拍出，成交价总额
达3486万元，溢价率达25%。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浙江
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宁
波科力安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宁波高
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浙江
硕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
的科研成果涉及新材料、工业制造、节能
环保、数字经济、生命科学等领域。其
中，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4项成果
以总价390万元的好成绩拍出，来自兵科
院的3项成果以313万元成交，宁波材料
所的5项成果成交总价达到730万元。
企业方面，宁波大名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的“高粘性纤维强韧化聚乙烯拉伸膜”
最终以340万成交，成为本次宁波参拍项
目中成交金额最高的科技成果。

宁波25项科技成果
拍出3486万元昨天，我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近期二手车专项整

治行动的有关情况。截至12月初，市场监管部门共排
摸、检查了7238家次各类二手车经营主体，并与相关
部门开展了多次联合执法，依法注销一家没有开展正
常经营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查处各类二手车交易违法
案件43起，已办结38起，罚没款354.02万元。

重点整治无照经营虚假宣传

我市二手车市场形成早，规模大，已经成为华东
地区重要的二手车集散基地。由于二手车商品的特
性，加上互联网交易的盛行和部门多头共管等原因，
从而也无可避免地导致问题多、监管难的现状。

为确保整治成效，市场监管部门多次与市商务
委、市公安局等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力促形成整治合
力。据市市场监管局市场合同处负责人介绍，二手车
监管涉及多个部门，仅靠个别部门单打独斗，难以取
得根本性的成效。面对乱象，市市场监管局指导鄞
州、江北等市场监管局推进二手车市场整治工作；同
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二手车集中专项整治行动，重
点整治无照经营、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及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

在整治中，没有开展正常经营的杭州湾新区的恒
伟二手车交易市场被依法注销。

发布虚假车源信息被罚25万元

市场监管部门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有多个二手
车车商遭到查处并被重罚。

其中，鄞州同盛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在二手车
之家（www.che168.com）、华夏二手车网（Hx2car.
com）上发布虚假的二手车售卖信息，以低价吸引消

费者上门看车，增加交易机会；同时，在与选择贷款按
揭购车的消费者签订买卖合同时隐瞒贷款按揭购车
所需的押金、手续费、GPS费、评估费等费用，最终被
合并处以罚款15万元。

鄞州沐嘉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从公司成立开始
便要求公司员工在58同城、汽车之家等网站发布虚
假的二手车车源信息，以明显低于同款的二手车价格
吸引消费者上门，待消费者上门时，又以各种理由如
车子已卖、车主不卖等告知消费者他看中的二手车现
已无法交易，之后业务员推荐给消费者其他二手车。
对此，鄞州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发布虚假广告，
在相关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罚款25万元。

从8月初到12月初，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各类二
手车交易违法案件43起，罚没款354.02万元。

各地探索长效监管机制

在整治过程中，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对二手
车市场长效监管机制的探索。

江北区市场监管局紧扣“合同示范文本推广使
用”和“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两个重点，积极推广《二手
车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宁波市二手车买卖中介合
同（示范文本）》，要求各二手车经纪、经销公司尽快完
成合同备案工作，目前辖区姚江二手车市场全部96
家经营户已完成合同备案。督促落实二手车经营主
体责任，通过推进会、约谈会等方式进一步明确义务
和责任。同时，该局还督促姚江二手车市场建立黑名
单公司清退机制，今后对于多次受到行政部门处罚的
二手车经纪公司，举办方将清除其出市场。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除了持续推进整治工作外，
将整合各地的长效监管举措和机制，确保二手车交易市
场自律有则。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张淑蓉 徐华梁

象山渡轮是居民重要的交通出行工具。 资料图片

宁波首家渡运公交公司成立
象山渡轮要变身“水上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