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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不合格 查你没商量
Rexian Diaocha

热线调查

天天315 维权在行动

近日，谯城区薛阁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
人员进行日常检查，在市区三曹路南段一家
餐饮店的厨房货架上发现有 11 瓶“天仙鲜蘑
菇”罐头制品，生产商为河南夏邑县马头天仙
食品厂，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16 日，产品
标签上标注有“QS”质量安全标志。而按照规
定，2018 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生产的食品一律
不得继续使用原来“QS”开头的食品生产许
可标志。
据该所工作人员介绍，之前食品包装标
注“QS”标志的法律依据是《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管理条例》，随着食品监督管理机构的调
整和新的《食品安全法》的实施，
《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已不再作为食品生产许
可的依据。新《食品安全法》早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行，作为新《食品安全法》的配套规
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食品
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也同
步实施。
根据《办法》规定，2018 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
生产的食品一律不得继续使用原来的“QS”标
志，新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是字母“SC”加上
14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但该餐饮店使用的“天
仙鲜蘑菇”罐头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16 日，
但仍标注过去的“QS”标志，明显与《办法》规
定相悖。

调查
厂家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多年
执法人员遂通过官方网站对该产品标称
的“QS”许 可 证 号 进 行 查 询 ，但 根 本 无 法 查
到。执法人员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进
一步查询，发现该产品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
已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被吊销。
营业执照被吊销了，怎么还在生产？
随后，执法人员按照程序对这批涉嫌虚

假标注的罐头依法查扣，对该店进行立案调
查，并及时将案件情况函告罐头外包装上所标
称厂家所在地的监管部门，请求其协助调查。
餐厅觉得有些冤枉，认为这应该是生产
厂家的问题，但执法人员表示，主责在生产厂
家，但该餐厅未尽到查验义务。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我们日夜
在聆听

与市长热线同行
上周市长热线共受理
群众诉求 7430 件

“QS”是食品生产许可标志，一定程度上
也是食品安全质量的保证，可是消费者在购
买标示“QS”的食品时也不能大意，有些标志
为过期失效标志，甚至是虚假标志。近日，市
区一家餐饮店就因使用涉嫌虚假标注食品生
产许可标志的食品被立案调查。

检查
餐厅罐头标注过期“QS”标志

12345

供水问题成反映热点

提醒
购买食品认准
“SC”开头标志
据执法人员介绍，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
行许可制度。企业生产食品，出厂
前必须在其包装或者标识上加印食
品生产许可标志。没有食品生产许
可标志的，不得出厂销售，食品生产
许可的有效期为 5 年。
谯城区薛阁市场监督管理所工
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
除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常规项
外，还可通过国家官方网站查询食
品生产许可标志是否与产品标注相
符，有无超过有效期，注意新的食品
生 产 许 可 证 编 号 是 字 母“SC”加 上
14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以防购买到
问题产品。
如购买到这样的问题产品，市
民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
诉。
（李智民 记者 曾莹莹）

本报讯 记者从 12345 市长热线办公
室了解到，上周市长热线共受理群众诉
求 7430 件，其中，供水问题成群众反映的
热点之一。
蒙城县十里小区业主陈某反映，该
小区已停水两天，希望尽快恢复正常供
水。蒙城县政府回复，因开发企业采购
水表与自来水厂收费系统不兼容导致停
水，现系统已兼容完毕，用户携带身份证
件到自来水厂收费大厅报门牌号，办理
缴存水费业务，即可恢复正常用水。
利辛县西潘楼镇张楼村张郢庄张某
反映，家中自来水管因水厂工作人员调
试时断裂导致停水，一直无人维修，希
望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利辛县政府回
复，已安排工作人员维修，现已恢复正
常供水。
以上问题经回访，来电人均表示满
意。
上周热线投诉排名前三类的问题
为，房产物业类，受理 655 件，占 8.82%；
公安户政类，受理 520 件，占 7.00%；环境
保护类，受理 500 件，占 6.73%。
据了解，3 月 3 日至 3 月 9 日，12345 市
长热线共受理群众诉求 7430 件。其中，按
诉求来源分：电话受理 7026 件，网络受理
404 件；按诉求类型分：反映问题类 6914
件 ，占 93.06% ；投 诉 举 报 类 71 件 ，占
0.96%；建议咨询类 377 件，占 5.07%。12345
系统转办 2951 件，二次交办 278 件，三方
通话 25 件，其余均为当场答复。
（记者 汝平）

保障金融消费者八项基本权利，
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

2015 年 11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行为规范，要求金
融机构充分尊重并自觉保障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
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受教育权、信
息安全权等基本权利，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这
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进行具体规
定，强调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利。

（一）保障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维护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
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金融机构
应当审慎经营，建立严格的内控措施和科学的技术
监控手段，严格区分机构自身资产与客户资产，不得
挪用、占用客户资金。

（二）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金融机构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真
实、准确、全面地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可能影响其决
策的信息，充分提示风险，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
益、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作虚假或引人
误解的宣传。

（三）保障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金融机构不应设置违反公平原则的交易条件，在
格式合同中不得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
其合法权利，不得限制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途径，
不得减轻、免除本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
承担的民事责任。

（五）保障金融消费者依法求偿权
金融机构应当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主体
责任，在机构内部建立多层级投诉处理机制，完善投诉
处理程序，建立投诉办理情况查询系统，提高金融消费
者投诉处理质量和效率，接受社会监督。

（六）保障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积极组
织或参与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开展广泛、持续的日常性
金融消费者教育，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对金融产品和
服务的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提升金融消费者金
融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

（七）保障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
金融机构应尊重金融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
俗习惯，不因金融消费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国
籍等不同而进行歧视性差别对待。

（八）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第三方合作机
构管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严格防控金融消费者
信息泄露风险，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
中国人民银行亳州市中心支行

广告

金融机构应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范围
内，充分尊重金融消费者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不得
强买强卖，不得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搭售产品和服
务，或不得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不得采用引人误
解的手段诱使金融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

（四）保障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