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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单位建起
“阳光厨房”
150 万张食安封签昨首发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张淑蓉） 宁
波市市场监管局昨天主办了“网络餐饮放心消
费”主题活动，我市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餐饮单位
及网络订餐“阳光厨房”上线，食安封签正式投入
使用。
口碑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精心挑选了
一批放心消费示范餐饮单位，在口碑 APP 首页进
行展示，并在商家网页上打上了专属标识。饿了
么在宁波的“阳光厨房”一期工程已经安装了近
百家，下一步还将继续安装“阳光厨房”，商户将
达 200 余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美团等其他第
三方平台也已启动
“阳光厨房”
项目。
在活动现场，记者了解到，饿了么在外卖送
餐的时候，加上一个不可逆的食安封签，首批免
费给优质商户发放 150 万张，这在全省范围还是

首次。用户收餐时应确认封签保持完好无损，如
封签出现损坏，
可以拒绝收餐。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元刚表示，
网络订餐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市从事
网络订餐业务的实体店数量也达 3 万余家。网络
订餐在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便捷的同时，由于部分
商家法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淡薄，无证照经
营、卫生条件差、操作不规范等现象时有发生。
近年来，我市共累计下线“问题商户”达 1.5 万家
次，取缔无证商户 554 家，立案查处 397 起，罚没
款累计达 622.57 万元，移送公安机关 8 起。3 月 5
日最新监测报告显示，我市网络订餐平台证照公
示 率 已 达 99.75% ，已 公 示 证 照 的 合 规 率 达
98.25%，我市已成为全国网络订餐监管最严格的
城市之一。
加装了食安封签的外卖包装。 通讯员供图

老人冲动消费 20 万元买收藏品
市场监管部门调解后商家给予退款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钟丽薇 马建
钢） 近日，海曙区市场监管局鼓楼（南门）市场监
管所成功调解一起收藏品买卖纠纷，为消费者夏
女士退还 20 万元货款。今年年初，夏女士的老伴
突发疾病需住院治疗，要交纳 10 余万元医疗费，
当子女得知父母无力支付费用时，心生疑惑：二
老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有 15000 元，这么多年居
然没有任何积蓄？
夏女士在子女的再三追问下，终于说出实
情：自 2017 年以来，她在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先
后购买了猛犸象牙玺、二十四孝图、抗美援朝炮
筒、富春山居图等一大堆艺术品、收藏品，共耗资
20 万元。
鼓楼（南门）市场监管所在收到夏女士的投
诉后，派出执法人员对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行
了现场检查，
发现该公司主要从事现代工艺品、纪
念钱币、字画等销售，而消费对象主要是老年人。
商品宣传以销售人员一对一口述介绍为主，未发

现相关宣传资料、电子课件等。公司负责人出示
了去年 8 月夏女士签字画押的《认购确认书》，
写明
本公司所售产品为贵重艺术品、收藏品，
请在购买
时慎重考虑，并在详细了解产品信息后，再行购
买。同时特别提醒，
艺术品、收藏品价格会随着市
场因素发生波动，
请做好心理准备。
消费者子女认为，商家口头宣传天花乱坠才
让老人失去理性，
冲动消费。而商家称，
所有的货
品都是消费者现场挑选确认，
并签订了《认购确认
书》，
属于合理消费，
且商品并无质量问题，
超出了
商家承诺的 7 天无理由退货时限，
不予退货。
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工作人员
主持双方进行现场调解，
于 3 月 13 日达成协议：
所
购商品在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有销售票据的
商品按照票据金额全额退款；如无法提供销售票
据，
被诉方确认商品为其公司产品的，
予以实际销
售价格全额退款，
并承诺在 7~15 个工作日内退款
到账。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
1. 调查了解，理性购买。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购
买前要了解收藏品的基本知识，可通过网络或者专
业人士学习如何识别真伪，要通过收藏品的核准发
行部门了解卖家是否具有合法资质。
2. 量力而行，切忌跟风。老年消费者往往更容易
相信商家说的就是真理，切莫轻信推销劝导，不要羡
慕别人如何“发财”的经过，不要头脑发热盲目跟风，
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老年消费者还需考虑商品
价值和自身购买能力，先与家人沟通协商，谨慎购
买。
3. 索要票据，签订协议。理性对待商家宣称的
“高价回购”
“ 保值增值”等，很多消费者对卖家所宣
称的用语没有保留任何证据，导致在利益受损后面
临取证难，维权受阻。一定要索要消费凭证，由于收
藏品的特殊性、专业性，消费者在购买时，要注意卖
家是否将宣传承诺的信息标注在合同中，并注明产
品的金额、
含量、
成分、
重量、
等级等详细信息。

春季睡眠质量差，20 份
“助眠良方”
免费送
春天不仅百草生长得快，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很旺
盛，阳气升发，与春之阳气相应，故历代养生家提出了
“春宜养阳”之说。中医认为肝属木，与春相应，主升
发，因而春天养阳，重在养肝。另一方面，春天气温变
化比较大，湿度大，冷暖无常，是人们睡眠质量较差一
个季节，睡眠不好自然会影响肝脏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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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失眠、多梦很伤肝

20 份“助眠良方”
免费送，价值百元

鉴于睡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国际医疗卫生界将每年初春的第
一天——3月21日定为
“世界睡眠日”
，
3月20日~3月24日，
《宁波晚
报》养生汇将开展一系列
“助眠”
活动，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参加。
一、
“多睡一小时”公益讲座，宁波市第一医院睡眠中心专家现
场义诊授课，
限 30 个名额。
时间待定，
先报先得，
会员优先；
二、
“助眠良方”免费送，本报读者凡能出具睡眠不良方面医疗
证据，如病历本就诊记录，
《宁波晚报》养生汇免费赠送价值 100 元
以上，
由灵芝孢子粉等组合的助眠良方一份，
限 20 个名额；
三、野生灵芝买 500 克，赠野生平盖灵芝 500 克；
“ 野生”灵芝
孢子粉买二赠一。

延伸阅读

“野生”灵芝孢子粉也有啦！

关注灵芝孢子粉的市民都知道，
灵芝孢子粉都是人工栽培，
没有
野生的。今天，
《宁波晚报》养生汇向大家播报一条新闻：
“野生”
灵芝
孢子粉也有啦！
2 月 16 日、17 日，我们前往“中华灵芝第一乡”
丽水龙泉考察灵
芝产业，获悉龙泉灵芝孢子粉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据介绍，全国
70%以上的灵芝均是龙泉人栽培种植。
《宁波晚报》养生汇考察的渊健生物药业是龙泉第一家以灵芝
和灵芝孢子粉为主营产品的中药饮片厂，不同于目前市场上大棚
栽培灵芝，该公司在林下栽培灵芝，所产灵芝孢子粉口感和成分均
有别于大棚产灵芝孢子粉。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到《宁波晚报》养生
汇前来了解。
记者 陈韬 周皓亮

比如虫草
比如虫草 138 元/克起
青海中草
青海中草 118 元/克起

（30 克以上，
买 10 克赠 1 克）

公益虫草，货更真，
价更优

破壁灵芝孢子粉
破壁灵芝孢子粉 3.8 元/克起
渊健
“
灵芝孢子粉
渊健
“野生
野生”
”
灵芝孢子粉
折后 5.4 元/克
野生灵芝
野生灵芝 1 元/克起

（500 克以上，
送 500 克野生平盖灵芝）

正品燕窝
正品燕窝
零售价 48 元/克，
会员价 38 元/克
（100 克以上有更大优惠）

地址：
海曙鼓楼永寿街 6 号
电话：87228361

咨询请扫码

肝脏是脆弱的，如平时不做好养肝护肝工作，日积月累
的毒素将给身体带来极大负担和隐患。所以春季要加强肝
脏保健，把肝这个“解毒工厂”建设好、经营好。睡眠，有利
于肝脏的健康。因此，在春季，提倡少熬夜、多休息，保证睡
眠时间。
不过，春季空气湿度大，再加上近段时间一直持续阴雨
天气，人体表面水份不能很好散发，令我们的身体产生极强
的不适感，身体上的不适也很容易就会转变成心情的恶劣，
由此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导致我们身心都处于极差的状
态。特别是女性朋友较男性而言更为敏感，再加上生理期所
带来的身心负担，
在春季中会遭受到的不适也远比男性严重，
本来可能只是偶尔发生的睡眠质量差，
会变得更为常态化。
睡眠不好，
会引起肝气郁结，
会头痛头晕，
眼痛耳鸣，
女性
月经不调；
会引起肝虚，
形成青光眼、
白内障等眼疾；
会引起肝
血不足，
易造成灰指甲，
骨质疏松等症，
严重的还会引发心脏
病、
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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