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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在南充营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制股工作
人员全员以待。县城一家具
商城“违法有奖销售”案行政
处罚告知书复议期限最后一
天，如果当事人不提出复议，
这个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实
施后的全川首个立案，就将正
式作出处罚决定。

商家搞促销
购物抽奖送汽车

新年伊始，不少商家都开
展一些促销活动。南充营山
县城里，一家家具商城就打出
买家具、抽大奖的促销牌。“跨
年狂欢购，好礼送不停，抽长
安汽车 CS15”的促销喷绘广
告，贴在家具城外墙，也印刷
出来准备全县派发。这个促
销活动设置一到五等奖、特等
奖、终极大奖共 7 个奖项，奖
品含电视、冰箱、空气净化器、
不 锈 钢 锅 、床 上 用 品 、现 金
4999 元，以及终极大奖——
长安汽车 CS15 使用权五年。
奖品刺激下，不少消费者都被
吸引过来。

原本活动计划从1月1日

开始，农历腊月二十八（2月13
日）抽奖。但活动启动第二天，
这个抽大奖的促销就被叫停。

依据新《反不正当竞争
法》，该家具城的这一促销涉嫌

“虚假宣传”、“违法有奖销售”，
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家具城停止
此优惠活动并接受调查。

不正当竞争
抽奖超过五万元就违法

2 日上午 9 时许，营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来

到县城复兴路上的这家家居
商城，商城外墙巨大的广告引
起执法人员注意。主打“跨年
狂欢购，好礼送不停，抽长安
汽车 CS15”字样的喷绘广告，
占据商场外墙 2 层楼面积，吸
引不少消费者围观。

“最近在进行红盾春雷行
动，反不正当竞争是重点子项
目，所以一看到这个广告，我
们就很警觉。”营山市场监管
局经济检查室主任李远东介
绍，这个抢眼的广告，有奖销

售信息不明确、抽汽车奖项奖
品金额过高。于是，执法人员
进入家居商城，进行调查了
解。

调查中发现，该广告涉及
的抽奖活动，商场无法提供相
关证明。终极大奖提到的长
安汽车，也不在现场，商场负
责人说“汽车还没进回来”。
而执法人员查证，终极大奖长
安 汽 车 CS15 价 格 区 间 在
5.19-7.54 万元，违反了《反不
正当竞争法》“最高奖的金额
不得超过五万元”的规定。

李远东介绍，1月1日，新
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正
式实施。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所设奖的种类、兑奖条件、奖
金金额或者奖品等有奖销售
信息不明确，影响兑奖”，第十
条第三款规定“抽奖式的有奖
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
五万元”。该家具城此次抽大
奖促销活动，违反前述两条规
定。1月12日，营山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向家具城法人宋某
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若宋某
无复议，根据法规，将被处以5
万至50万罚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谢杰 摄影报道

南充高坪区御史乡圆坝
子村原村主任屈品照，为一己
之私，克扣群众临时救助资
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高坪
区纪委常委郑忠林说，这是高
坪区严查扶贫领域“微腐败”
的一个缩影，2017年高坪区共
查办“微腐败”案件21件、处理
24人。

“微腐败”是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 风 和 腐 败 问
题。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利用
手中的权力，或贪污截留，或
强占掠夺，或吃拿卡要，老百

姓深受其害。去年 7 月，高坪
区从纪检、公安、检察等系统
抽调 12 名工作人员，组成 4
个专项工作督查组，分片对
32 个乡镇（街道）的扶贫领域

“ 微 腐 败 ”问 题 线 索 进 行 核
查。“有没有基层干部吃拿卡
要？贫困户建房、低保办理
有没有公开评议？”督查组悄
悄走进村、社，敲开贫困户和
非贫困户的家门，面对面核
实情况问。“摸排‘微腐败’问
题线索，就延伸寻访。目前，
已暗访督查 18 个贫困村和

13 个非贫困村。”督查组成员
黄恩铭说。

据悉，高坪区‘微腐败’整
治聚焦三个重点：在领域上重
点聚焦执法、监管、公共服务，
聚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聚
焦脱贫攻坚、惠民政策执行、
专项资金管理、集体“三资”管
理、土地整理流转、征地拆迁、
棚户区改造等；在对象上重点
聚焦乡镇（街道）、村（居）、基
层站所，突出“一线”和窗口服
务人员，紧盯村组长、站所长、
科股长、医院院长、学校校长、

国土员、建设助理员“五长两
员”；在问题上重点紧盯以权
谋私、办事不公、作风不实、滥
用职权、不敢担当等9类问题，
严查态度生硬、作风粗暴、方
法简单、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等问题，严查侵占扶贫资金、
套取专项资金、违规处置集体

“三资”等问题，严查优亲厚
友、吃拿卡要、私分滥发等问
题，严查虚报冒领、贪污侵占
等问题。

周汉兵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

万源12个深度贫困村
获赠万元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讯（魏莉 记者 罗轩）近日，万
源市青花镇柳花坪村、魏家
乡熊家坪村、大沙乡青山村、
旧院镇大伦坎村等 12 个深
度贫困村与达州复兴市场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农产品产
销对接协议，每村获赠 1 万
元蔬菜、水果种植产业发展
引导资金。

据了解，此举是专门针对
深度贫困村的帮扶举措，旨在
鼓励大家发展蔬菜、水果种植
等。在获赠产业发展引导资
金的同时，受益贫困村还将享
有免费获得全国农产品供需
信息，参加适销对路的蔬菜、
水果品种生产技术指导等优
质服务。此外，企业还将为
12个深度贫困村的专业合作
社和种植大户免费提供20平
米以上的销售场地，优先为深
度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提
供 3 至 5 个复兴市场务工岗
位，以及向深度贫困村大学新
生提供每生5000元的“向阳
助学金”等帮扶措施。

1 月 18 日上午，阆中举行
增殖放流活动，将 234 万鱼苗
放流到该市构溪河。公证部门
对放流品种、数量、规格、放流
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

阆中构溪河是国家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也是国家湿地公园。
为恢复构溪河土著鱼类种群数量，
改善和优化水域的群落结构，将
放流白甲、鲢、鳙、鲫等鱼苗234
万尾。渔政部门在增殖放流区域
实施临时禁渔，打击违法捕捞。

王玉贵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李兴罡

南充“十分钟交费圈”
保障居民冬季用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讯（记者 谢杰）1 月 18日，国
网南充供电公司举行2018年
迎峰度冬通气会。今冬以来
南充电网最大负荷 134.3 万
千瓦，最大日电量 2332.3 万
千瓦时，均比去年有所增长。
预计2018年迎峰度冬期间电
网最高负荷为140万千瓦，日
最大电量为2350万千瓦时。
南充公司多措并举保障电网
迎峰度冬期间安全运行，全力
保障南充经济社会用电需求。

“1 月以来，南充温度持
续下降，加之农民工陆续返
乡，居民生活用电增长较快，
用电负荷增幅较大。”国网
南充供电公司媒体业务中
心副主管韩佳晓通报今年
南充电网迎峰度冬期间电
力供需情况。

为了让全市人民过一个
“暖冬”，南充供电公司严阵以
待、多措并举保障电网迎峰度
冬期间安全运行，推进电网
建设，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强化应急工作，全力保障
南充经济社会用电需求。并
坚持用力、用心、用情服务，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南充
供电公司供区内现场交费网
点2763个，平均4.52平方千
米、1028 户电力用户即有一
个电费交费网点，基本实现
电费“十分钟交费圈”。除了
线下，用户还可通过“支付
宝”、“掌上电力”、“电 E 宝”
进行网上交费，享受足不出
户交费充值的用电体验。

购物抽奖送汽车
南充一家具城有奖促销被叫停

新规：有奖销售最高奖不超五万元

惩治基层“微腐败”

南充高坪查处案件21件处理24人

234万尾鱼苗放流阆中构溪河国家湿地公园
川东北

清算公告
南充市梓鸿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91511302MA6299GF89、法定代
表人：唐长国）股东决定解散本
公司，清算组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成立，清算组成员为：雷正友，
唐长国为清算组负责人。请相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前往南充市顺庆区长生巷5
号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过
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唐长国
联系电话：13678174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