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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员离职后的销售行为应视为有效

欢 迎

关注浦东

消保委微

信公众号

今年 3月，金先生通过某公司业务

员购买了防水涂料和卷材用于房屋装

修。卫生间和厨房的墙砖贴好后，金先

生发现大多数地方出现了空鼓现象，有

些墙砖甚至脱落。为了安全起见，金先

生请装修师傅将墙砖拆了下来，发现防

水涂料和批荡层完全没有粘结力，大部

分涂料随瓷砖胶脱落，粘附在墙上的涂

料用手就能剥离掉落。金先生查看产

品说明书发现该涂料并没有生产许可

证，产品条形码涉嫌作假，并且已经过

期半年，他要求该公司解释，该公司派

人查看，但未提出解决方案，之后又拒

接电话。金先生无奈之下投诉至消保

委。

接诉后，消保委立即联系该公司。

该公司负责人承认该材料不适合用于

墙面，可能业务员为了业绩未向其解释

清楚。之后，该公司回复消保委，称该

业务员当时已经离职，公司出库单中仅

能看到卷材的信息并没有防水涂料的

信息，公司并未向金先生直接销售防水

涂料。另外墙砖脱落空鼓现象是施工

质量问题造成，与材料无关，拒绝承担

任何赔付责任。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消保委终止了调解。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

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行为人没有

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

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

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

效。”发生交易时，虽然该业务员已经离

职，但其仍然可以从仓库调货销售，金

先生作为善意第三人，完全可以据此相

信该业务员仍在该公司工作，也有理由

相信所购卷材、涂料均由该公司提供。

因此，该公司理应对业务员的销售行为

负责，其遭受的损失自行向这名员工追

讨要求赔偿，并且公司应当通知金先

生，此名员工已无代理权限。

同时，金先生所购买的防水涂料存

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且没有生产许可

证，条形码涉嫌作假，且已经过期半

年。而该公司自始至终无法提供有力

证据证明涂料质量合格。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经营者应当

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

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

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

该公司已然违反经营者的质量保证义

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中医认为，冬瓜味甘、淡，性

凉，有助于润肺生津、化痰止渴、利

尿消肿、清热祛暑。冬瓜富含多种

维生素、粗纤维和钙、磷、铁等微量

元素，且钾盐含量高，钠盐含量低，

对于需要低钠食物的老年人尤为

适合。推荐老年人饮用以下 5 种

冬瓜汤。

冬瓜百合汤：
取新鲜百合洗净沥干，冬瓜切

小块，锅里倒入适量清水煮沸，放

入冬瓜块煮八成熟，百合加入锅里

大火煮。大火能让冬瓜煮熟，百合

颜色不会变黄。煮好后稍微放凉，

吃时加上一勺蜂蜜，搅匀即可。

冬瓜薏米骨头汤：
取薏米洗净、浸泡，冬瓜切块；

清水煮沸，放入洗净的骨头汆烫，

捞出；把汆烫好的骨头放入压力

锅，再把薏米、冬瓜、生姜放入锅

内，加水浸没食材，煲约50分钟后

完成。

冬瓜酸芋荷肉片汤：
取瘦猪肉洗净，切薄片，放盐、

油、生姜丝、生粉拌匀；香葱洗净，

沥干水，切好；冬瓜洗净，外皮用盐

搓洗一遍，去瓜瓤和冬瓜籽，瓜皮

保留，切小长方块；酸芋荷用清水

冲洗一下，沥干水，小火煸炒，把酸

水炒干；倒入适量清水煮沸，放入

冬瓜再次煮沸，改为中小火煮2分

钟，加入酸芋荷，中小火继续熬煮

3 分钟；改为大火，加入腌制好的

瘦肉片，用筷子搅拌，让肉片不黏

成坨；放盐、香葱拌匀即可。

冬瓜扇贝汤：

扇贝处理干净，沥干水；冬瓜

切块；清水煮沸，放入扇贝肉、生姜

丝、鸡粉，中小火煲3分钟；把冬瓜

加入，煲 12 分钟；放盐、香葱拌匀

即可。

冬瓜排骨汤：
薏米洗干净，用清水浸泡 10

分钟，沥干水；排骨用米水清洗；把

薏米、排骨倒入压力锅，加适量清

水，煲约 30 分钟；冬瓜切块，不去

皮，加入汤中，煲 8分钟；放盐，搅

拌均匀即可。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老字号”聚集地黄浦和年轻时尚的

浦东会擦出什么火花？日前，浦东新区商

业联合会和黄浦区商业联合会联手举办了

一场主题为“百年传承，再创辉煌”的老字

号品牌企业沙龙活动，来自两区的40余家

商业企业齐聚一堂，共话“老字号”的传承

与发展。

根据市商务委此前披露的数据，上海

现有 222家“老字号”。其中，经商务部认

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180家，在全国占

比 16%，位居各省市第一。而在上海各区

中，拥有豫园、大世界等经典地标的黄浦

区，正是老字号企业最集聚的区域，“中华

老字号”数量占全市的半壁江山以上。

面对全新的商业环境，“老字号”如何才

能“不老”，多家黄浦“老字号”企业分享了他

们的“创新改变”。百年中药“老字号”蔡同

德堂药号介绍，去年，公司对特色产品“冬令

补膏”进行小包装改革，解决了过去大罐装

不易携带、不易保存的麻烦，热水泡一下就

能服用，深受白领一族好评。天宝龙凤金银

珠宝瞄准年轻的消费主力军，不仅开起了网

店，还积极推出新款式、新材质的珠宝。

浦东“老字号”企业虽然数量不多，但

借着近年来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商业项

目，“老字号”频频亮相浦东。沙龙活动的

举办地世纪汇广场就是浦东一处“老字号”

集聚地，其地下 2层的 1192弄老上海风情

街，俨然一个汇聚了中国各大城市小吃的

小市镇，上海人熟悉的沈大成、泰康食品、

老大房等“老字号”都能在此一一找到。位

于联洋国际社区的联洋广场，也积极引进

泰康等“老字号”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是不少“老字号”

的生产地。例如，传统名点梨膏糖的生产

厂家——上海梨膏糖食品厂，就位于高楼

林立的陆家嘴区域，自行车品牌“永久”、糕

点品牌“利男居”等“老字号”生产厂也都位

于浦东。

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胡康华表示，

不断扩大的商业体量和政策利好是浦东的

大优势，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浦东拥有大

量新品牌、新业态，与“老字号”的合作空间

无限大，期待未来“老字号”能融入浦东的

各个商圈，助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与“老字号”的合作空间无限大
浦东黄浦两区商业企业共话传承与创新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你能认出几

种经典车标？你知道 100年前的汽车是

什么样的吗？你是否还想提前“驾驭”一

回“未来汽车”？即日起至9月10日，“机

械星球”上海汽车博物馆“车·印象”社区

巡展走进南汇博物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此次展览分为“致敬经典”“城市畅

想”“星际竞赛”“星球驾校”等六大部

分。展览不仅展示了数十件老爷车模

型、车标及配饰，还展示了多件由中国美

术学院学生创作的“未来汽车”设计模

型，充满了科幻意味，让青少年大开眼

界。“无人驾驶车辆如何导航？”“无人驾

驶车辆如何紧急避险？”配合展品，展览

还提出相应的技术问题，以此扩展青少

年的思维广度。

除了丰富的展品，展览还设乐高池

和车壳彩绘两个互动体验区。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马晓杰）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有 3名小工就遇人

不淑，跟着老板干起了偷盗的勾当，被浦东

警方一举抓获。

6月 28日下午，浦东合庆地区某施工

队工人发现堆放在东川公路龙东大道北侧

绿化带的 30根PVC管不见了。浦东公安

分局合庆派出所接报后，迅速开展侦查。

这些管道每根长 6米，作案人若没有交通

工具很难将其全部偷走。

侦查员重点调看周边监控录像，对可疑

车辆进行了逐一梳理，一辆工程车和一辆面

包车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根据这两辆可

疑车辆，民警跟踪到了偷盗管道的嫌疑人，

并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藏匿窝点，一举将

涉嫌偷盗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原来偷 PVC 管道的也是一个工程

队。该工程队的老板经过案发工地时，发

现了无人看管的管道，于是召集手下 3名

小工，开着工程车与面包车把30根管道全

部偷走，以便日后施工使用。目前，4人已

被警方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张文姣）

网上买的进口火腿不符合我国的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也无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证明

文件，消费者将店家告上法庭，一审判决店

家“退一赔十”。店家提请上诉。近日，上

海三中院对此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的判决。

2018年 7月 10日，陈某在张某开设的

网店购买了“西班牙 5j 火腿”，支付费用

4780元。收货后，陈某发现火腿包装上无

中文标识、生产企业、经销商等信息，也没

有我国出入境管理局检验检疫、通关证明。

陈某进一步查询，该火腿属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

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览表》中

明确的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产品。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陈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退一赔十”。

一审法院查明认为，作为食品经营者，

张某违反了法律规定，在网上销售不符合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进口食品，其行为存

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退一赔十”的法律

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张某退还陈某

货款4780元，并支付赔偿款4.78万元。

一审判决后，张某提出上诉，认为销售

涉案商品虽然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地方，但

是涉案商品本身为境外商品，没有质量问

题，也没有安全隐患；陈某要求十倍赔偿金

没有法律依据。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陈某与张某

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

规定，进口的食品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合格后，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签发的通关证明放行。第九十七条规

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

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

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载明食品的原

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

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

得进口。张某销售的涉案商品没有符合我

国法律法规规定的中文标签、说明书，亦无

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证明文件，故不符合

相关食品安全标准。

对此，上海三中院对此案作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进口火腿无中文标识遭索赔
网店被判“退一赔十”

开着工程车偷盗路边管道
3名伙计跟着老板“栽跟头”

“未来汽车”设计模型吸引参观者眼球。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老爷车未来车 南汇博物馆里开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