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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环亚太平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 ：9123010930081193XA，

不慎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丢

失，发票代码：2300201130，
发票号：05603659，开票金

额：2779.30元，声明作废。

●黑龙江慧程富途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在浦发银行南

城支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预留的法人章因本公司保管

不善，导致丢失，现登报声明

作废。

●多思瑶，女，2007年 11
月 15 日，父亲：多永伟，母

亲：白洁，出生医院：齐齐哈

尔市富裕县妇幼保健院，出

生医学证明不慎丢失，编号：

P230134568，声明作废。

● 董蔓莉不慎将哈尔滨

银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

丢失，票号：04387338，金额：

798624.00 元，房屋坐落：道

里区群力招商贝肯山三期

22栋 1单元 1802室，特此声

明作废。

● 董蔓莉不慎将哈尔滨

银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

丢失，票号：04387605，金额：

280000.00 元，房屋坐落：道

里区群力招商贝肯山三期

22栋 1单元 1802室，特此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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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哈市市场监管领域2021年十大典型案例公布

冷鲜肉店销售不合格猪肉
液化气公司拿翻新气瓶充装太可恶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索锡宁 记者陈莹）2021年，哈尔滨市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的突出问题，重拳出击，精准发力，
严厉打击市场领域各类违法行为，共办结行政处罚案件5828件，罚没款
3445.5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立案12件，切实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现将
2021年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十大典型案例公布。

2021年7月1日，哈尔滨市市场
监管局与哈尔滨新区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松北公安分局食药环大队开展
联合检查时发现，黑龙江省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经营宣称有疾病治疗效
果、具有性保健功能的食品，执法人
员对其经营的上述食品实施了扣押
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于当日进行抽
检。经检验，其经营的食品中添加了

药品西地那非。执法人员在其库房
及住宅中发现其用于销售的涉嫌添
加药物食品共计 9 个品种 951 盒
（瓶），货值金额2万余元，上述产品
经检验均添加了药品西地那非。

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于2021年
7月 14日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现已对2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批
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案例一：食品中添加药品宣称有治疗效果

2021年 6月，群众举报哈尔滨
润恒农副产品综合大市场商户王某
涉嫌销售侵犯某知名品牌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肥羊肉片。哈尔滨新区综
合行政执法总队在公安部门配合下，
对涉嫌商标侵权行为的非法生产者

以及8家销售单位进行调查，抓获犯
罪嫌疑人4名，捣毁涉嫌商标侵权的
非法加工点1处，扣押侵权某知名品
牌商标的羊肉近3400公斤，涉案货
值近500余万元。此案被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

案例二：市场商户销售假名牌羊肉片

2021年8月，哈尔滨市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对道外区某五金建材电线
电缆经销处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经
销处涉嫌销售伪劣电线电缆。经查，

该经销处销售伪劣电线电缆和未取得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列入目录产品、
强制性认证（CCC），涉案案值超200
万元，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案例三：五金店卖不合格电线电缆

2021年6月22日，哈尔滨市市
场监管局对黑龙江某置业有限公司
发布违法广告行为开展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通过网站对外发布的获

得奖项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发布虚
假广告和含有“绝对化”用语广告的
行为，被责令停止发布上述广告，受
到2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四：置业公司发布违法广告

某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 10
月开始在美团大众点评网平台帮助
某某探案馆等13家店铺进行刷单好

评，共收取精选评价费用5.77万元。
该公司因虚假宣传（刷单炒信）被处
20万元罚款。

案例五：某科技有限公司刷单炒信

2021年8月，哈市市场监管局执法
人员对道里区某液化气有限公司进行
监督检查，对该公司充气站充气车间外
存放的204只液化石油气瓶（其中65只
属超期气瓶、60只属于报废或“翻新气

瓶”）予以查封。当日下午，执法人员再
次来到该气站检查，发现该气站对扣押
的204只气瓶进行了充装。该公司充
装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报废、“翻新”
气瓶被限期整改，处20万元罚款。

案例六：液化气公司拿危险气瓶充装

2021年4月29日，哈尔滨市双
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哈尔滨
某能源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正在
使用的36台固定式压力容器和2条

天然气压力管道无定期检验报告，以
及充装移动式压力容器时未进行充
装前后检查。该公司被限期整改，受
到17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七：能源公司使用未经检验特种设备

2021年4月4日，哈尔滨市市场
监管局委托哈尔滨市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院对宾县孙某(某农机管理服务
站实际经营者)经销的车用柴油进行

抽样送检，经检测，其经销的 0
号、-35号车用柴油均判为不合格产
品。孙某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8.21
万元，7.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八：孙某销售不合格车用柴油

2020年11月，哈尔滨市南岗区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按照群众举报
线索，依法对南岗区某某大药房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该公司销
售给投诉人的“银杏叶提取物片”“阿

司匹林肠溶片”，不在该公司所购进
的药品批次里，并且无法提供药品来
源的相关证据材料，被没收违法所得
0.15万元，处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
罚。

案例九：大药房涉嫌从非正规渠道进药

2021年4月20日，哈尔滨市南岗
区市场监管局接到黑龙江省市场监管
局《检验报告》，南岗区某冷鲜肉店销售

的猪肉（五花肉）（销售日期2021年3
月23日），经抽样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该店被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十：某冷鲜肉店销售不合格猪肉

“通过德邦邮美容仪
收货后多处破损”后续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8日、10
日，生活报报道了哈市市民李女士通过
德邦邮寄一台二手美容仪器后，仪器多
处破损无法正常使用，德邦表示只能赔
偿1000元一事。对此，德邦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生活报记者，李女士保价
15000元，但无法出具仪器报废鉴定材
料，如果可以出具材料，德邦会按照报
价金额全额赔付。李女士表示同意出
具鉴定书面报告，并于近日多次与德邦
联系，希望德邦出具书面材料，但被德
邦拒绝。

采访过程中，德邦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生活报记者，如果李女士能够出具厂
家或相关部门的鉴定，说明该仪器确实
彻底报废，德邦可以按照保价额全额赔
偿。

李女士告诉生活报记者，她向德
邦提出可以鉴定，但希望德邦支付仪
器运费的要求，被德邦拒绝。李女士
表示，“起初德邦工作人员联系我，表
示仪器送去修理，如果修理价格超出
15000 元，多出的修理费让我自己承
担，我没同意。如果厂家给我出具报
废 鉴 定 报 告 ，德 邦 按 照 报 价 全 额
15000 元赔我，我希望德邦能把这事

落在纸面上，别到时候他们再反悔，但
是他们不同意。”

李女士向记者提供了厂家电话，记
者联系到该仪器的售后张经理。据张
经理介绍，李女士购买的这款美容仪器
是国泰富瑞公司出的，现在已经停产
了，有与其类似的机器，新机价格大概4
万多元。张经理看过李女士拍摄的该
机器视频，初步判断机器进水，已经报
废。张经理说：“如果是小件坏了，能修
的话还行，如果是主板坏了那就没有修
的必要了，跟（购买）新机（的价格）没差
多少。”

据宗邦律师事务所李俊琪律师介
绍，该仪器如果由于运输损坏造成损
失，属于快递公司违约，李女士要求快
递公司承担运费属于在主张权利过程
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属于合理要求，“如
果快递公司始终不配合，那最后李女士
只能通过诉讼解决。李女士在哈市当
地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生活报记者从哈尔滨市邮政管理
局市场监管处了解到，李女士可通过
0451-12305向邮政管理部门申诉，如
果最终无法处理，李女士也可以向法院
提起申诉。

记者问时承诺鉴定报废可赔付
消费者沟通解决时德邦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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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李先生的家人该如何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此，生
活报记者采访了黑龙江大公律
师事务所的里芊烁律师。

律师表示：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消费者可获得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赔偿。李先生
目前可以通过消协调解与百
进高集团解决问题，也可以到
法院进行起诉，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律师：应三倍赔偿

生活报讯（记者郭登攀）14日，生活
报记者接到哈市居民孙先生打来的电话
称，他于4日晚在哈尔滨永辉超市（万达
店）的APP购买了101.5元的物品，但超
市于5日为其送货时，少了2袋手抓饼，于
是他开启了漫长的“索饼”之路，经过多次
电话沟通和投诉，超市终于在13日将2袋
手抓饼送到。

孙先生表示，超市工作人员让其下
载了一个超市的APP，说在上面下单满
58元免费送货到家，他4日23时下单了
101.5元的生活物品，5日上午到货时发
现少了两袋千丝抓饼（手抓饼）。他从5
日开始就拨打超市的客服电话，客服总
以各种理由回复他，“马上三八节了，活
动多，有点忙，您稍等几天……”“这几

天送货员不够，您稍等几天……”“估计
一会儿送货员就能把您的货捎过去
……”直到12日，孙先生的两袋手抓饼
也没有送到，客服也不接电话了。孙先
生又拨打了永辉超市的400投诉电话，
13日，终于有个送货员给孙先生送来两
袋手抓饼。孙先生说：“本来是超市发
生的错误，最后连一个道歉都没有。”

随后，生活报记者拨打永辉超市
（万达店）的线上配送电话，一位男士给
了生活报记者一个客服投诉电话，接电
话的女士又称，他们不负责解释这件
事，得给线上配送打电话，她把记者的
电话记录下来，说让相关工作人员给记
者打电话。截至发稿时，记者没有接到
永辉超市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消费者孙先生投诉：

在永辉超市APP购物货送少了 投诉9天才送到

5880元磁化净水器抗衰老降血糖？
市场监管局：虚假宣传罚 10万！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索锡宁 记者陈莹）通过一台净水器，就能将普通的自来水切割成
更小的分子，从而变成磁化碱性水，这个水既能抗衰老又能降血糖……最近，哈市市民李先
生向生活报记者反映，南岗区哈西汇龙北纬45°居民楼里有一家“百进高”公司，正在销售
具有磁化功能的系列产品，如磁化净水器、磁化大米、磁化芥菜等。李先生的家人从去年开
始经常到这家公司听课，并且花费5880元购买了一台磁化净水器，但对“磁化碱性水”进行
酸碱度测试后，发现酸碱度与普通自来水没有区别，他认为家人花了冤枉钱。

近日，李先生发现家里老人的行为十分
反常，原本喜静的老人经常和一些老年朋友
到一家名为“百进高”的公司参加活动。“去年
10月中下旬的时候，家里来了几个装净水器
的人。我姨说这和普通的净水器不同，百进
高集团给他们讲课的老师说了，这个磁化的
碱性水能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不用吃药，就
能把身体的疾病治好。”李先生告诉生活报记
者：“除了净水器，我姨还从这家百进高公司
买过磁化大米。磁化净水器是5880元一台，
她的一个朋友在这个公司购买商品比较早，

有1000金豆积分，我姨用这1000金豆再加
4880元，买了净水器。磁化大米40块钱一
斤，我姨一共带回来40斤大米。”

“我用酸碱度测试纸测试，发现水和普通
自来水没明显区别。”李先生表示，磁化大米看
起来也很普通，“我陪我姨参加过一次百进高
集团的聚会，他们讲这个磁化产品是怎么来
的，有什么样神奇的功效。还说可以变成创业
者，加入公司会获得公司原始股，成为股东。
讲课结束后，大家再用磁化水做饭做菜，一起
吃完，这场聚会就算完事了。”

市民听讲课：磁化净水器让自来水变碱性水

生活报记者从该公司的宣传册上看到，百
进高集团的全称是黑龙江百进高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经营范围是：销售高能磁化净水器，高
能磁化水育苗，厨具、净水器、家用电器等。简
介说：百进高农业核心产业为水处理装备制
造，是集高能磁化净水技术研究、产品开发、设
备制造、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节能环保企
业。

对于集团销售的甜露牌净水器，记者联系
到百进高集团销售人员孙某，其表示：“水经过
磁化以后就是功能性的水，对身体有好处，对
肾结石、胆结石、糖尿病也有好处，要使肾结石
百分之百好，得喝到量。你最好去绥化的店里
看看，在学府家园小区。蔬菜泡二十分钟，农
药化肥都分解了。”

在甜露牌高能磁化净水器使用说明书中，
记者看到：磁化水不仅可以杀死多种细菌和病
毒，还能治疗多种疾病。除了使用说明书外，

李先生家人没有拿到任何关于磁化水的质量
检测报告。

而磁椛香牌磁化大米“更有来头”，“能够预
防癌变、降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生活报记者
在网上查询发现，2019年百进高集团在网上发
布了磁椛香牌磁化大米的生产标准，标准由该
公司和庆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标准
起草人有李有军、运钦镯、白玉双等9人，并配
以百进高集团“国家万亩磁化水稻基地”照片。
通过对庆安县政府网站的查询，记者得知，起草
人之一的李有军曾任庆安县农委推广中心主
任，运钦镯为现任庆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白玉双为该局技术监督部门工作人员。

随后，记者和标准起草人之一的李有军取
得了联系。“我2019年是绥化农委的推广中心
主任，但我不知道什么百进高集团的事情，至
于这个磁化水浇灌的万亩良田更是不可能。”
李有军说。

产品说明书：磁化水可杀菌治病

近日，生活报记者又和百进高集团的法人
代表李柄言取得了联系。“磁化水，国家不会出
具专门的检测报告，只有水质检测报告。我们
净水器的水和普通水的检测报告杂质不一

样。”而说起磁化水是否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
以及磁化大米生产的相关事宜，李柄言表示：

“新华书店卖的《水是最好的药》里，你看看它
咋说，不是我说治疗什么疾病……”

“百进高”法人代表：没有磁化水水质报告

前不久，生活报记者联系到
庆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
并没有参与磁化大米生产标准
的起草。作为行政机关，我们局
不能和他们联合发布标准，我们
已责令百进高集团整改了。”庆
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祝副局长
表示：“宣称有治疗疾病的功能，
是违反广告法的，按照虚假宣传

进行处罚。”
3月7日，庆安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拟对黑龙江省百进高农业集
团有限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对涉
案企业做出罚款100280元的处
罚，并告知15日内缴纳罚款。目
前，该公司哈西汇龙45°办公点
已经撤销、绥化市学府家园店面
也处于关门出租、出兑状态。

庆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