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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黑屏原因不明 厂家拒不保修涉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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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祝先生向消保委反映，其在

一年前购买了一台某品牌液晶彩电，价

值5299元。今年7月，电视机出现了黑

屏现象，经厂家上门鉴定后，被认定为

“漏液”，系消费者使用不当导致，故不

予做保内维修，需支付 2200元维修费

更换电视液晶屏。

接到投诉后，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

人员联系生产厂家了解情况，生产厂家

回复称，祝先生家中的电视机因外部进

液造成屏幕机体故障，不排除人为损

坏，公司可向祝先生提供最低换屏价

格。对此，祝先生表示不认同：“他们除

了‘人为损坏不保修’之外，并无其他解

释。”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厂家再次表

态，称可把维修费用降低至 900元，但

祝先生再次拒绝接受。最终双方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故调解终止。

消保委认为，“漏液”对于普通消费

者而言属于陌生的专业概念，厂家有必

要提供人为损坏及免除保修义务的声

明，否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

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

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消保委认为，“漏液”是个专业概

念，普通消费者对于什么是“漏液”、造

成“漏液”的原因并不知晓。因此，如果

生产厂家要将专业的“漏液”问题归为

人为损坏，应该提前在产品说明书或者

保修说明书中解释清楚“漏液”现象，说

明哪些人为操作可能导致电视屏幕“漏

液”，并提前声明“漏液”属于人为原因

应免除商家的保修义务。

如果商家对“漏液”现象无任何提前

的书面解释、说明，当电视机出现漏液，

商家事后更有必要向消费者说明何为

“漏液”、为何“漏液”属于人为损坏，否则，

消费者难以接受“漏液”属于人为损坏的

说法，商家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由于检测、认定“漏液”问题比较专

业，消保委建议消费者可向专业质检部

门提出产品鉴定要求或向相关行政部

门投诉，要求生产厂家说明“漏液”原

因，以及出具认定人为损坏结论的说

明。如厂家最终不能解释清楚为何“漏

液”属于人为所致，则商家不能免责，应

承担保修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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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静雯

10月 31日，来自张江科学城的 50余

名行业新锐、青年党员走进中国商飞上海

飞机设计研究院“翱翔空间”党建服务站以

及张江高科“895先锋站”，感受了一场充

满活力与互动的党课。

情景互动让党课入脑入心

大型客机C919在何处研发？制造过

程中有什么故事？党员们在商飞设计研究

院党委工作部副部长党帅的讲解下，观看

商飞宣传片，了解大飞机诞生的故事。

“融入式”党课之后，党员们了解了我国大

飞机发展历程的艰辛和曲折，一场“行走

式”党课将商飞人为飞天梦做出的努力与

奉献深深地植入党员们的脑海。

小鸟撞上“大鸟”，将是怎样一场灾

难？在“895先锋站”，上飞院机体集成部

副主任设计师宋春艳形象生动地讲述了

“鸟撞”试验的细节及其重要性。一场“鸟

撞”试验，只需 25毫秒。可就是为了这 25
毫秒，C919鸟撞试验团队却用了 8年的时

间。过程是不是很枯燥乏味，这样做值

吗？现场有人问。“值，很值，非常值。”宋春

艳给出的答案掷地有声。随后，上飞院机

身部前机身室的严立浩、张江高科副总经

理何大军等行业大咖相继讲述了自己的经

历，并与场下观众进行互动。

挖掘科学城红色能量

本次浦东党建“周周联动”张江“管镇

联动”专场，以融入、行走、互动的主题党日

形式忆初心、叙初心，并将商飞精神最终升

腾为一股红色引擎，为广大党员及群众注

入了创业新动能。“商飞人让我感动和钦

佩，同时也让我看到了张江这块热土新时

期的精气神，激发了自己的斗志。”上海查

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80后”海归博

士付斌说。

据介绍，张江科学城将积极推进区

域化党建，充分运用“翱翔空间”党建服

务站和张江高科“895 先锋站”等优质阵

地资源，充分挖掘张江科学城内上飞院

专家、高科技园区各行业、各领域高端人

才，组建“红色引擎”宣讲团，弘扬先进事

迹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以一流党建促一

流开发。

■本报记者 黄静

连日的降温，让上海进入了一年中

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作为内环线中心区

域内最大的公园，世纪公园的秋季可谓

五彩缤纷，是市民踏秋出游的好去处。

10月 20日至 11月 18日，今年“2018世纪

公园金秋游园季”启动，以“炫动秋色”为

主题，为广大游客奉上金秋的一场盛会。

赏红叶花海

今年夏天，世纪公园分别在乡土田

园区、南山草坪，布置了约两万平方米的

红叶地肤花海，此时正是欣赏的好时

机。金秋游园季期间，游客将观赏到“地

肤”从绿变红，最后变成一片红褐色的壮

观景象。据世纪公园工作人员介绍：“相

比往年，今年地肤草的规模更大、更壮

观，变红的速度也比去年更快。”

去年世纪公园推出了一条“秋之景”

景观步道，广受好评，“秋之景”景观步道

两边栽种有红绿相间的榉树、枫香，深黄

的鹅掌楸、褐色的杉树，火红的枫树，景

色随气温变化而变化，由绿变黄，由黄转

红，每天都有惊喜。步道两侧的狼尾草

在徐风中摇曳着毛茸茸的穗子，像是在

给市民问好。今年景观道的最佳观赏期

预计在11月中旬。

看银杏踩落叶

秋也是银杏和梧桐的舞台，位于湖

滨大道旁，一条长达 1000米的梧桐主干

道，一眼望去，满目金黄。去年世纪公园

保留了一条近800米的落叶道，深受游园

市民的喜爱。据介绍，世纪公园今年继

续保留这条近800米的落叶道，形成自然

的落叶景观，让市民踩踩落叶上，听听秋

天的声音。

在世纪公园另一头，从公园 2 号门

至 3 号门，一条栽满银杏树的主干道长

达 1000 米。你是不是已经在期待微风

吹来，银杏叶落纷纷，一处处铺满了银

杏叶的美景？据园林专家介绍：“由于

连日降温上海的银杏树叶进入由绿转

黄期，10 月下旬开始进入最佳观赏期，

预计 11 月中旬银杏树叶迎来它的落叶

期。”

据悉，今年金秋游园季期间世纪公

园还将两大主题艺术展纳入活动范围，

分别是2018“秋日思语”少儿写生与作品

展、淳之文化系列展览-马之魂蒙古国作

家画展。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本月8日至11
日，第22届上海艺博会将于世博展览馆举

行，高端文化艺术项目陆续落户。

在本届艺博会主展区内，来自国内外

的近 120家画廊与艺术机构，将展出 5000
余件艺术作品，覆盖绘画、雕塑、装置、影

像等各种艺术门类，全面呈现精彩的艺术

世界。其中不乏毕加索、鲁本斯、吕佩尔茨

等国际大师的原作，以及陈佩秋等本土艺

术名家的作品。

延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理

念，近年来世博地区围绕区位特点和产业发

展规律，致力于打造成为具有创新活力的文

化产业高地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文化

交流平台。奔驰文化中心的演唱会、庆典广

场的音乐节、东方体育中心的国际赛事、世

博展览馆的专业展览，这些年客流量超过

1000万人、活动超过 100场的大型文体场

馆，已成为世博地区的文化名片，带动演艺、

会展、体育等行业链企业在世博落地生根。

随着上海大歌剧院、世博文化公园、

前滩信德演艺中心、宋城世博大舞台等

一批演出空间的落成，未来世博园区将

形成以五大剧场为核心的剧院群落，形

成专业剧院、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

旅游演出、娱乐驻场秀五个主要演出板

块。届时，五万座席的体量，将接近伦敦

西区、纽约百老汇等老牌演艺集聚区，国

际文化大都市演艺集群发展的硬件基础

初具规模。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日，浦东新区

2018年“迎进博”克隆出租车销毁仪式正式

启动，首批68辆克隆出租车被集中销毁。

2018年，浦东新区整治非法客运联席

办牵头区公安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各街

镇及属地执法单位，通过全区性、区域性

的联勤联动整治机制和充分运用源头窝

点整治、街面查处及精准打击并举的创新

执法手段，有效开展“亮灯执法”“大数据

分析”等成功查处了一系列社会影响恶劣

的克隆出租车案件，形成了对克隆出租车

等非法客运的高压整治态势。

为保障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顺

利召开、净化交通市场环境，浦东新区各

执法部门持续发力，今年以来，共查获四

轮机动车非法客运案件1266件，其中查处

克隆出租车 122件；共查获“五类车”各类

交通违法案件 20万余件，暂扣车辆 6万余

辆，行政拘留“五类车”相关违法人员 700
余人次，行政拘留“四轮机动车”相关违法

人员 300余人次，区域交通营运秩序持续

向好。

在夏秋换季之时，天气忽冷忽热，

尤其中老年人会出现由于抵抗力下降

而带来的各种疾病，比如肠胃敏感人群

会更容易腹泻，免疫力低的人群会更容

易感冒。这时，中老年人应当开始注重

滋补养生，在这个季节里，养成每天喝

一杯牛奶的好习惯，暖胃润肺，对养生

大有好处。

一些消费者对牛奶的认识存在一

些误区，那么应该如何选购适合自己的

好牛奶？

误区一：我肠胃不好，喝牛奶就拉
肚子？

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喝牛

奶就会感觉消化不良，甚至有拉肚子的

症状。通常会以为自己肠胃不好，牛奶

难以消化。其实很可能这些人群是乳

糖不耐受的人群，据统计 80%的亚洲成

人体内缺乏乳糖酶，容易发生乳糖不耐

受，很多国内消费者饮用牛奶后会产生

腹泻、胃胀等不适感。

有上述症状的人群可以选择更容

易吸收的舒化奶，舒化奶采用乳糖水解

技术将牛奶中不易消化的乳糖分解为

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半乳糖和葡萄糖，

让牛奶营养吸收更加完整。

误区二：牛奶加热后饮用更有营
养？

许多人家中常备牛奶锅，喜欢加热

甚至煮沸牛奶饮用。其实，长时间煮沸

牛奶，牛奶不仅不会更容易吸收，反而

会破坏牛奶中的营养物质。如果家中

是订购的每天配送的巴氏奶，必须煮沸

饮用，因为巴氏奶采用低温杀菌技术，

牛奶中还存在一定数量的细菌，而且冷

链物流也存在一定的脱冷几率，所以一

定要煮沸彻底杀菌后饮用。巴氏奶看

似新鲜，但自己手工加热牛奶，无疑会

导致牛奶中的营养二次流失。

纯牛奶是可以常温保存的牛奶，一

般为利乐包装，采用高温瞬时杀菌技

术，一般只加热 2-8秒，就可以彻底灭

菌，并且用复合包材来隔绝阳光、空气，

使牛奶始终保持高品质状态。一般纯

牛奶只需要在热水中烫一烫，加热到适

合入口的温度就可以放心饮用。饮用

纯牛奶，既可以享受热牛奶的美味，又

不存在二次加热导致的营养损害。

误区三：各品牌牛奶都差不多？
牛奶产品的背后从一颗牧草到奶

牛养殖、生产加工、质检、物流涉及到全

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对牛奶的品质起

着重要作用。选择大品牌乳企生产的

牛奶，其更有实力对产业链各环节进行

有效把控，品质更有保障。从国家乳制

品抽检情况来看，乳制品合格率基本上

都在 95%以上，远高于其他食品的合格

率。我国大型乳企的产品品质完全可

以信赖，规模较小、生产水平较低的非

知名企业还存在一定的瑕疵。

目前，牛奶网购也成为趋势，一些

靠炒作、概念包装的网红产品也受到

不少消费者关注，建议消费者谨慎选

择。

对于夏秋换季饮食养生，最佳选择

就是味甘、性平、温和的纯牛奶了。牛

奶蕴含人体生长发育和保持健康需要

的全部营养元素，是世界公认的自然界

最接近完美的食物，被称为“白色血

液”。纯牛奶对于中老年的健康更是大

有裨益，牛奶中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

质。纯牛奶含有的脂肪，可以让老年人

从中获得如亚麻酸和花生四烯酸等人

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亚麻酸有显

著的降低血胆固醇作用。牛奶中钙吸

收率高，是老年人补充钙的可靠食品来

源。患高血压的中老年人每天饮用纯

牛奶，对高血压有辅助治疗作用的同

时，还有调整紧张情绪和镇静作用。

观赏红叶花海 漫步五色秋景之道

世纪公园“炫动秋色”日日有惊喜

两万平方米的红叶地肤花海，此时正是欣赏的好时机。 □徐网林 摄

探秘国之重器背后的故事

青年党员走进商飞感受红色能量

浦东昨销毁68辆克隆出租车

世博地区文化聚集效应逐渐显现

上海艺术博览会下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