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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既不让顾客提车也不予退款属违约

欢迎关注浦东消保委微信公众号

现在市场上的购车渠道众多，良莠

不齐，消费者究竟应该选择正规渠道购

买，还是为了所谓的折扣而选择一些不

正规的汽车经销商呢？消费者王先生

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日前，浦东新区消保委接到王先生

的投诉，王先生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某

汽车经销商，支付全款 11万元购买车

辆，但是商家始终不予提车。浦东新区

消保委当即与经营者联系，经营者表示

双方当时签订购车合同，王先生订购的

是一辆白色的车，后来没货，就与王先

生协商是否可以更换一辆棕色的，王先

生表示可以接受，但是等到验车时王先

生对棕色的车辆并不满意，仍坚持要白

色的，而经营者作为二级经销商已将车

辆从 4S店提回无法退货，需要等棕色

车辆卖出后才能将车款退还王先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经营者表

示棕色车辆未能出售，退款时间也遥

遥无期，当王先生为降低损失决定接

受棕色车辆时，经营者又表示已找到

下家接手车辆，马上就能交易，一再拖

延，不肯退款。这时，王先生对商家的

做法十分不满，通过媒体予以曝光。

经营者表示，此事对公司造成负面影

响，需要删除造成影响的帖子才能退

款。浦东新区消保委当即向经营者指

出，当时双方签订购车合同，经营者既

不予提车也不予退款，属于单方面违

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经营者一

拖再拖却不予落实，消保委实地走访

发现，其经营地址也已不存在，浦东新

区消保委建议王先生通过司法途径继

续维权。

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车

辆时需慎重，尽量选择较大规模的汽车

经销商或者厂家授权的直营4S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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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吃竹笋的季节，竹笋富

含粗纤维，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它

比泡过之后烹调的五谷杂粮要粗很

多，吃多了可能会对胃产生物理性

的损伤。有胃炎、胃溃疡等问题的

人，并不适合大量吃竹笋。竹笋这

种季节美食，怎样吃才能减轻对消

化道的不良影响呢？

日常吃笋时，要先泡过、煮过，

去掉大部分草酸和植酸，降低单宁

含量，灭活其中大部分蛋白酶抑制

剂。再加上富含脂肪的五花肉、排

骨之类配料炖煮，用大量饱和脂肪

来软化纤维素，吃起来才显得顺口。

在食品加工中，通常要对竹笋

进行水煮处理，同时还要加入柠檬

酸和少量食盐，以便促进苦涩味的

草酸、植酸和酚类物质溶出。研究

发现，添加 0.2%的柠檬酸之后，煮

10分钟后每升水能溶出约 40毫克

的总酚、约 280毫克的草酸、约 180
毫克的酪氨酸，苦涩味大大减轻。

同时，笋肉也会变得更柔软好嚼。

日常加工时，加酸煮的时间会超过

10分钟，加酸煮的另一个好处同时

也会预防笋在加工过程中颜色变

褐。所以，超市卖的袋装水煮笋开

袋后会感觉有点酸，是加工时使用

的柠檬酸，无害健康。当然，煮后维

生素C也会损失，虽然加酸能减少

损失率，但毕竟折损大半。

还有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把竹

笋做成发酵蔬菜，比如泡菜。研究

发现，乳酸发酵会明显降低竹笋中

抗营养因素的含量。用保加利亚乳

杆菌和嗜热链球菌联合发酵 24小

时之后，草酸含量降低了大约19%，

植酸含量降低了约46%。

另外一个需要担心的就是竹笋

里的亚硝酸盐含量。蔬菜中较高水

平的亚硝酸盐虽然不会引起急性中

毒问题，却有可能增加胃里亚硝胺

致癌物的合成。

在竹笋没有出土之前，亚硝酸

盐最高可达 84 毫克/千克，这个含

量超过了我国对蔬菜加工品的亚硝

酸盐标准（低于 20毫克/千克）。在

出土高度达到 5—15厘米时，亚硝

酸盐的含量低于 10 毫克/千克了，

可以安全食用。

水煮后去掉煮笋水，可以大幅

度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据食品化

学教材上的数据，焯烫处理最多可

以去掉 70%以上的亚硝酸盐，所以

那些去除草酸、植酸、酪氨酸的措

施，对去除亚硝酸盐也是一样有效

的。

需要提醒的是，鲜笋中富含草

酸、植酸、酪氨酸、其他多酚类物质

和胰蛋白酶抑制剂，会对胃肠功能

带来挑战。同时，其中含有较多硝

酸盐和亚硝酸盐，处理不好时可能

带来安全风险。在吃鲜竹笋时，选

择出土后的竹笋，亚硝酸盐含量比

较低。没有出土的竹笋亚硝酸盐含

量偏高，需要煮过去除亚硝酸盐。

买来后尽快吃掉，如果不能尽快吃

完，则尽量冷藏保存，延缓硝酸盐转

变成亚硝酸盐的速度。吃袋装水煮

笋，或把鲜竹笋切开水洗过，再加少

量白醋煮 10分钟，可以去掉大部分

草酸、植酸、酪氨酸和亚硝酸盐，并

把大部分胰蛋白酶抑制剂破坏掉。

如果胃肠功能强，但有高血压

高血脂和便秘等问题，适合多吃点

没有处理过的鲜春笋。如果胃肠功

能弱，或者经常腹泻，建议一次少吃

点，提前煮过，再加入肉类，慢慢炖

软，或者用压力锅压烂。

来源：中国食品报网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位于航头镇王

楼村西傅家宅的傅雷故居目前正在修缮

中，预计今年 6月将全面完成修缮并启动

相关布展工作。

傅雷故居占地约1500平方米，共36间
房屋，坐落在王楼村傅家宅两条小河交汇

处，为傅雷祖辈于明代始建，清末重建。

1908年，傅雷出生于此。去年 12月，航头

镇启动了傅雷故居修缮工程。此次修缮内

容具体包括修复现留存的傅雷故居主体建

筑以及西附属建筑；修复故居东部留存较

为完整的民居作为故居范围一起保护；复

原已经损毁的本体建筑与附属建筑；恢复

院落及围墙的原有空间格局；新建与傅雷

故居风貌相一致的民居建筑，作为今后管

理与再开发利用的附属用房等。

由于年代长久，傅雷故居的主体建筑

及院落毁损严重，部分建筑甚至已完全坍

塌，因此在修缮工程开工前，清理现场、规

整材料成为了一项重要内容。

瓦片、砖、木料是该古建筑的三大主要

原材料，也是修旧如旧的关键，然而，清理

出的建材数量远远无法满足修复的需要。

傅雷故居修复项目负责人吴志能说：“我们

在开工之前专门组织了材料采购团队，到

苏州、嘉善、南浔等地方采集，争取修旧如

旧。”

傅雷故居原本是一幢“四面绞合、围圈

而建”的绞圈房，目前主体建筑尚存前厅以

及西厢房和后厅绞连处的一角，可以看到

浦东地区传统的歇山顶，虽然外观尚好，建

筑内部木结构却已严重腐烂，工匠们除了

要将这些木料进行更换之外，绞圈房的四

个角的拼接绞连成为了修缮过程的重点和

难点。

目前，主体木结构的修复已经完成过

半，进度较快的西侧耳房已经开始屋面的

瓦片铺陈工作以及木结构的防腐防蛀作

业。预计今年 6月可完成全部修缮工作，

届时，这里将进行相关布展并向公众开放。

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徐斌芬介

绍，布展内容将围绕傅雷的年谱，从他0-4
岁童年时期，以及从法国留学回来为主要

脉络，真实呈现傅雷的生平。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昊

杰）“你涉嫌洗钱已被通缉，请交60万元保

证金。”这样的骗局听起来很老套，但还是

有人差点受骗上当。近日，浦东公安分局

潍坊新村派出所及时制止了这样一起冒

充“公检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

3月 27日，李先生来到浦东公安分局

潍坊新村派出所报案，自称女友覃小姐失

联了一下午，电话打不通、QQ不回复，他

登录了女友的QQ，看到聊天记录里有人

以民警的身份与女友联系并出示了通缉

令照片。李先生认定女友正在遭受电信

网络诈骗，于是前来报警。

接报后，值班民警立即对覃小姐的行

踪进行调查，发现覃小姐在花木地区一宾

馆开了房。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在宾馆内

发现覃小姐正受人电话远程操控，当即制

止了她与对方的通话。

经了解，覃小姐当日下午接到了一通

自称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对方称她涉嫌

洗钱已被通缉。覃小姐一时惊慌失措，并

按照对方指示独自一人前往宾馆开房。

对方要求覃小姐转60万元作为保证金，因

覃小姐银行卡内的金额不多，在对方的指

令下，覃小姐在多个贷款平台上申请了贷

款。民警赶到现场劝阻时，她已将首笔贷

款 3万余元转给了对方，民警第一时间采

取账户止付措施，避免了覃小姐的经济损

失。

警方提示：公安机关不会在电话中要

求转账，遇到此类情况请保留、固定相关

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4 月 10日，

浦兴路街道 2019 年春季大型招聘会举

行，共有 50 家单位参加，提供 257 个岗

位。与此同时，浦兴路街道正式开展创

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示范点活动，完善

“家门口”就业服务的机制、流程。

招聘会上，浦兴大爱乐业园内一台

智能化一体机吸引了众多求职者的目

光。求职者可以在大屏幕前查看此次招

聘企业的岗位信息，遇到心仪的，即可扫

描二维码在线求职，也可直奔招聘摊位

投递简历。“就业保障员收到求职者信息

后，还会持续跟进，并提供上门服务。”浦

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人

说，“未来，它将和旁边的交互式就业大

数据可视化大屏相融合，实时显示招聘

会参展企业招聘岗位、招聘条件、展位位

置等信息，让招聘会更加智能。”

大爱乐业园天天有活动，创就业服

务“全年无休”。有职业技能提升需求的

居民，可以在此参加培训服务。另外，青

年求职者沙龙、社区青年就业训练基地、

创客工坊等十多个“家门口”特色就业服

务精准对接社区创就业者的需求。

浦兴创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示范点

傅雷故居修缮工程完成过半

又现“通缉令”骗局

当事人险些被骗60万元

傅雷故居修缮力争修旧如旧。 □沈春琛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颖

颖）昨天，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发布《关于建

设国际一流知识产权法院的实施意见

（2019-2021年）》，明确5个方面总体目标

和打造5个高地的30项主要任务，对上海

知产法院建设国际一流知识产权法院，更

好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服务保障上海“五

个中心”建设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图。

《实施意见》提出，上海知产法院力

争用三年时间，在专业化、智能化、国际

化、权威性、影响力方面实现新突破，着

力打造知识产权公正专业审判高地、审

判机制创新高地、司法智能运用高地、司

法开放发展高地和审判人才建设高地，

并且细化为 30项具体任务，确保任务顺

利推进和目标顺利实现。

上海知产法院院长陈亚娟告诉记

者：“《实施意见》中，约三分之二的内容

和专业化审判密切相关。上海知产法院

正致力于打造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创新高

地，在诉讼证据规则、侵权损害赔偿规

则、案件审理程序规则等方面深化创

新。在建立诚信诉讼机制方面，将探索

诚信诉讼告知制度，探索建立知识产权

严重侵权记录、诉讼不诚信记录与公共

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接机制，促进知识

产权保护社会信用水平的整体提升。”

《实施意见》增加了“智能化”的要

求。陈亚娟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

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

的现代科技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有很强

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上海知产法院已经在智能化方面进

行了积极探索。从 2015年 10月起，上海

知产法院在全院全面实现电子卷宗随案

同步生成，四年来，共扫描案件14783件，

321万余页，案件覆盖率达到100%。这就

为真正实现诉讼电子化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从2016年4月18日起，上海知产法院

开通了全国首个在审案件律师远程阅卷

平台，案件代理律师可以进入互联网“律

师服务平台”申请查阅在办案件的材料。

下一步，上海知产法院将重点打造推进互

联网+诉讼，强化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现代科技运用，创新电子诉讼和

智能辅助办案技术和机制，实现一网通办

或者最多跑一次，以科技创新提升司法保

护知识产权的效能，以审判智能化推动知

识产权审判能力现代化。

《实施意见》同时还明确要强化激励

创新、保护竞争，《实施意见》提出要正确

认识新技术、新业态对市场竞争环境带

来的新问题，充分利用法律手段遏制不

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各类市场主体释放

创新活力；要统筹兼顾保护权利和激励

创新，以司法裁判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尊

重创新、保护创新的理念，营造激励创新

的良好法治环境。记者了解到，自建院

以来，上海知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中，

专利、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技术合同

等涉科技创新类案件一直占据一审收案

数量九成，公正审理好技术类案件，就是

对创新的直接保护和激励。

此外，上海知产法院将继续依托最

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科技创新

研究（上海）基地和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积极开展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疑难问题、前沿问题

研究，加强与国内国际知识产权组织、高

校、科研机构合作，建设高水平知识产权

智库，积极开展国际研讨、合作、交流活

动，参与各种国际性平台对话。

以三年时间打造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创新高地

建设国际一流知产法院实施意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