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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中店”欺诈销售 家电商场承担责任
现在，消费者如果需要买家电或者

购买数码产品，大多会到国美、苏宁或者

永乐这样的大型家电商场，一是信赖这

些企业，二是他们销售的产品售后服务

也较好，但是家住松江的周先生却遇到

了不愉快的事情。

周先生通过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投

诉某家电商场，称他于去年 8月 10日在

该商场松江店购买了一款手机内存卡，

价格为120元，规格为16G。周先生付费

之后要求对方开具发票，销售人员表示

没有发票。周先生咨询了家电商场，被

告知内存卡的销售方不是商场内部员

工，周先生要求销售方退货退款，遭到了

销售方的拒绝。于是，周先生要求家电

商场给他退货退款，承担相应责任。

消保委工作人员在受理投诉后，与

家电商场的售后经理取得了联系，该经

理表示：家电商场实际没有收到这120元
钱，也不是家电商场的销售行为，因此，

家电商场对此投诉不作处理。

消保委认为出售手机内存卡的销售方

在知名家电商场内伺机销售商品，而且未

明确告知消费者他们的真实名称，消费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商品，在索要发

票时才得知货款支付给了非家电商场的销

售方，该销售方涉嫌欺诈销售。对该销售

方的销售行为，家电商场是知情的，但未采

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制止，任由其在商场内

销售商品，家电商场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消保委工作人员与该家电商场进行

了多次沟通，要求商场承担该责任。最

后，该家电商场退还周先生 120元，周先

生表示接受。

在 2015年 3月 15日开始实施的《侵

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第六条、

第十六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以真实名

称和标记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属于欺

诈行为。根据此法规，消费者有权要求销

售手机内存卡的销售者退款并给予 3倍

的赔偿。此外，根据新《消法》第 55条规

定：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因

此，消费者可以向销售方主张500元的惩

罚性赔偿。在这个案例中，大型家电商场

虽然不是实施欺诈销售的责任方，但它疏

于管理，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消保委希望

家电商场进一步加强对门店的管理，维护

好已有的信誉，不要辜负消费者的信任。

金医生谈失眠（七）

失眠的危害有哪些
失眠是让人不能言说的痛苦，如

今失眠对许多人来说甚至成了一种家

常便饭。在每个夜晚，失眠就会悄悄

地找上门，强逼着他们疲乏了一天的

身体继续工作，让大脑一直处在紧绷

的情况中，然后直接致使他们白日的

精力出现萎顿的情况，让他们在工作

学习中饱尝力不从心的痛苦。那么失

眠的具体危害到底有哪些呢：（1）失眠

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对各种疾病的

抵抗力减弱；（2）失眠引起记忆力减

退，头痛；（3）失眠影响工作、学习和生

活；（4）失眠可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

乱；（5）经常失眠可引起大脑功能失

调，分析、处理问题能力减退；（6）经常

失眠会使人过早衰老，缩短寿命；（7）
儿童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的生长发

育，长不高，智力差；（8）失眠亦是导

致自杀倾向的危险因素。的确，长期

失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危害，也会给

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故改善睡

眠问题已刻不容缓！

金川云，浦东新区南汇精神卫生中

心睡眠障碍科主任，主治医师，擅长治疗

原发性失眠、各种原因导致的失眠、失眠

伴发的焦虑、抑郁、烦躁等情绪问题以及

各种躯体不适感，与杭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睡眠障碍诊疗中心长期合作交流，对

失眠的非药物治疗有着较深的造诣。

普通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

00-11：00；下午1：00-4：30

特色门诊时间：
每周二上午 8：00-11：00；下午 1：

00-4：30

每周五下午1：00-4：30

咨询电话：17721095050（金医生）

电子邮箱：jcy2000@sina.com

地址：浦东新区惠南镇拱乐路27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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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饮食中，生食蔬菜相当普

遍，如洋葱、芹菜、甜椒等都做成沙

拉生吃。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对

生食蔬菜还不太适应。那么，蔬菜

到底怎么吃才好呢？其实，蔬菜生

吃与熟吃各有利弊，相互结合才是

最佳选择。

医学研究和实践证明，生吃蔬菜

有防癌、抗癌和预防多种疾病的神奇

作用。因为蔬菜中含的维生素C等许

多生物活性物质十分娇气，很容易在

烹调中被破坏，而生吃蔬菜可以最大

限度地获得这些营养。蔬菜，特别是

十字花科的蔬菜中，含有一种免疫物

质叫“干扰素诱生剂”，它作用于人体

细胞的干扰素基因，可诱生干扰素，而

干扰素是人体健康的“卫士”，具有抑

制细胞癌变和抗病毒感染的作用。但

“干扰素诱生剂”不耐高温，只有生食

蔬菜才能发挥其作用。因此凡能生吃

的蔬菜最好生吃；不能生吃的蔬菜也

不要煮得太熟，尽量减少营养的损

失。适宜生吃的蔬菜包括胡萝卜、黄

瓜、西红柿、柿子椒、莴苣、白菜、紫甘

蓝、辣椒、洋葱、芹菜等，可以榨新鲜蔬

菜汁喝或者做凉拌菜。血液病患者可

生吃些紫甘蓝、菠菜或饮新鲜蔬菜汁，

其中的叶酸有助于造血功能的恢复；

高血压、前列腺病患者早上可空腹吃

一两个西红柿；咽喉肿痛者可以细嚼

慢咽青萝卜等。但生吃蔬菜时要提防

“病从口入”，必须认真清洗消毒，凉拌

蔬菜时还要加上醋、蒜和姜末，既能调

味又能杀菌。

从营养平衡的角度说，熟吃蔬

菜也必不可少。一方面熟吃蔬菜可

以使其中的某些脂溶性物质，如胡

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能充分吸收利

用，已知深绿色或橙黄色的蔬菜中

都含胡萝卜素，红色蔬菜中含番茄

红素。另一方面，由于新鲜蔬菜大

都含水 90%以上，而且体积很大，生

食时进食量受到限制。如果煮熟了

吃，就可以大大增加蔬菜的摄入

量。此外肠胃功能较差的人，熟食

蔬菜也更容易消化吸收。

采用“高温短时”的爆炒等烹饪加

工方式，能使蔬菜中的营养减少损

失。油炸、先煮再炸、先炸后烧、先蒸

后煎等烹调方法都不可取。

对容易熟的绿叶蔬菜或切丝的

蔬菜来说，煸炒三四分钟便足够

了。土豆、胡萝卜、萝卜、茄子、豆角

等和肉类一起炖时，也要在肉熟后

加入蔬菜，煮一会儿就出锅，不要煮

得太烂。做蔬菜汤时最好加少量的

油，以增强保温效果。蔬菜烹调后

要尽快食用，因为炒好的菜在空气

中暴露半小时后，维生素 C 的损失

可达 25%以上。

蔬菜生吃和熟吃各有长处，如果

每天保证摄入 500克新鲜蔬菜，既吃

些生菜，也吃些熟菜，就可以取长补

短，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

来源：《科学养生》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潘文婕 浦东报道

日前，新区检察院对本市一家知名公

司的设计专业主管周某依法提起公诉。起

诉书指控，周某涉嫌在担任案发单位设计

部设计主管和设计专业主管期间，利用职

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51.1万元。该

案是新区检察院 2015年集中力量查办的

贪污贿赂大案要案之一。

记者在浦东新区检察机关了解到，2015
年，浦东新区检察院查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

共48件49人，其中查办贪污贿赂案件42件
42人，占职务犯罪案件87.5%。其中，贪污罪

14人，占总人数的28%；贿赂类犯罪20人，占

40%；挪用公款罪2人，占4%；渎职侵权类犯

罪7人，占14%。统计显示，随着国有企业和

国有资产改革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在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等领域，部分国有企业出现管理

不严、监督不力、公开不够等问题，一些权力

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出

现群体化犯罪现象。

结合办案，开展预防工作，成为浦东区

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压器”。去

年，新区检察院联合市国资委、市预防处

等，开展“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研讨会”

专项预防，出台《中国商飞公司纪委与检察

机关联合开展专家型人才法纪法律服务互

动交流实施方案》，举办高素质海外雇员

“廉政文化恳谈会”，倡导风清气正、清廉向

上的廉洁文化，先后为 200余名特殊领域

的专家型人才提供法律服务。

近年来，新区检察院探索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新路径，凸现专业化、社会化预防的

两条主线，在服务大型国企等重大工程项

目上，找准行业特点开展专业化预防。在

街镇、机关、企业开展主题教育预防中，注

重开展社会化预防。在浦东 40个大型楼

宇和户外电子显示屏分时段播放廉政公益

广告和廉政微电影。社区检察室在预防调

查、预防咨询、检察建议，促进基层法律法

规正确实施与完善社会管理服务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去年6月，新区检察院与新区纪委联合

举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暨工程建

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法制宣传巡展》，深入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和区管单位举办为期5个
月的大型巡展，宣传中纪委和市、区纪委全

会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内的职务犯罪专项预防。

据悉，新区检察院2015年共受理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 1.38万多次，并与中建八局

等多家大型国企签署合作协议，全面在招

投标工程中实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廉政准

入制度。通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便利化和

服务化，实现对商业贿赂和职务犯罪等廉

政风险有效防控，共同遏制和防范商业贿

赂犯罪，倡导诚信守法，彰显社会公正。

新区检察院检察长陈思群表示，检察

机关将结合检察职能，服务大局，服务浦东

“二次创业”，借自贸区扩区之机进一步加

强与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海关及区内各单

位的沟通联系，积极探索建立符合自贸试

验区特点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预防经验，为浦东经

济与社会发展继续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

营造廉洁的法治环境。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2016年的每个周二，川沙新镇界龙

村的老年人都有一个好去处，界龙村和

川沙启辰公益服务社签约，在村文化活

动中心设立启乐汇生活馆。

在日前的开馆仪式上，22名1月份生

日的老年会员过了一次集体生日。据介

绍，以后的每周二为生活馆活动日，启辰

公益服务社为会员们准备了法律知识普

及、国画书法交流、艾灸常识入门、家庭保

健推拿、易学入门等丰富有趣的主题活

动。目前，生活馆已有会员201人。启乐

汇生活馆还将为各个年龄层人群提供文

化健康服务，增加老中青三代互动交流。

■通讯员 钱陈伟 张云飞 董玢

1月 6日，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民警

与上海慈善基金会爱心大使一起，一行

5人带着玩具，前往上海市同济医院，

看望了在那里就诊的白血病患儿，向他

们表达关爱，并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战

胜病魔。

“遥控汽车喜欢吗？你还喜欢什

么，告诉叔叔阿姨，我们下次再给你带

过来。”民警们问患儿。“我最喜欢的是

汽车，还有奥特曼。”爱笑的小杰（化

名）高兴地告诉民警和爱心人士。小

杰今年 4 岁了，在同济医院就诊已有

一年时间。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他的

快乐、坚强始终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

人。

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民警们在与患儿

家长和医护人员的交谈中了解到，这些

孩子在这里住院都有段时间了，长期的

治疗使孩子们承受了莫大的痛苦。边检

民警的到来让小朋友们满心欢喜，他们

把玩着警察叔叔阿姨送过来的玩具，似

乎暂时忘记了疾病的痛苦。

此次活动的牵头者之一是获得上

海市“慈善之星”称号的秦志刚，该活动

是国门卫士与爱心人士的首度合作。

双方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共

同为上海的慈善事业出一份力，传递社

会正能量。

新区检察院探索职务犯罪预防新路径

专业化预防成区域经济发展“稳压器”

国门卫士与爱心人士传递正能量

边检民警为白血病患儿送礼物
界龙村启乐汇
生活馆开馆

在沪东街道沪一居民区有个“便民小
屋”，“便民小屋”内准备了多功能助行器、
梯子等13件工具免费出借，小区居民纷纷
为此便民措施“点赞”。

街道相关人士表示，将以此为平台，全
力服务居民。未来也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
求，不断增加服务内容，完善管理制度及方
法，将“便民小屋”打造成自治管理的典范。

图为志愿者在“便民小屋”整理物品，
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服务。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任文娇/文

“便民小屋”
暖心服务获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