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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热点聚焦

毛建一报道 省“五水共
治”“三改一拆”和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第22督查组，近日
到浙北的湖州市南浔区和浙
中的仙居县进行今年第二轮
督查。通过仔细暗访和认真
明察，发觉两地的各级领导都
很重视这几项工作，能以人民
为中心，攻坚克难，措施有力，
效果明显，与去年暗访时发现
的问题相比，有很大进步，当
地的人民群众对治水拆改和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也十分
投入，并有满意的收获感。

南浔是文化古镇，园林、
书楼和豪宅，蜚声海内外。现
在环境如何？河道水，剿劣了
吗？水质清了吗？大桥下，没
垃圾了吗？绿化美化了吗？
日前，省“五水共治”“三改一
拆”第22督查组，在组长陈钟
巡视员带领下，暗访了南浔区
三个点，他们穿农田，看小河，
察桥岸，寻问题。

省督查组一行察看了南
浔区的治水拆改。他们到浔
东村、頔塘南岸查看了城中
村和旧城改造，到贺家浒港、
水口集镇、允家兜村细看了
河水河岸的治理。省督查组
实地看到了去年还是黑水臭
水，现已水清清，有鱼虾；实
地查看了拆迁规划图，旧城
将大改；还实地考察了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正强势推

进，形象初显。督查组明察
暗访听汇报后，组长陈钟巡
视员对湖州市南浔区充分肯
定三点：领导重视、措施有
力、敢于攻坚。

南浔督查完，车直奔仙
居。仙居是个景色秀丽的人
间仙境，是个人杰地灵的千年
古城，也是中国长寿之乡，国
家级生态县，国家公园试点
县。她的保洁治水如何？她
的拆违改造如何？她的小城
镇环境整治如何？

督查组上山下乡，穿村
过河，察看了即将建成的盂
溪水库大坝工程，督看了王
家田村城中村改造和垃圾分
类、小园村小微水体水质保
清。督查官路镇时，督查组
更是点赞。组长陈钟对镇书
记沈华武说，去年我来暗访，
河道水质差，街旁违建多，我
越走越没劲。这次来，变化
大，河里水清清，河坝筑得
美。街道宽，乡村美现代美
文化美都有了，路旁群众都
笑容满脸，很有获得感。

省督查组还查看小城镇
环境整治。田市镇注重乡愁
特色，并重视街面“白改黑”，
街旁线管“上改下”，垃圾箱也
作了美化。横溪镇强化旧村
改造、小微清水、人畜分离，又
在扩建污水管网工程。

通讯员孙建新、李震报道
“扫了一下店里的二维码，我
所有的微信好友都收到了店
家的小广告。真是不可思
议。”近日，湖州市长兴县雉城
镇消费者王女士来到县消保
委投诉。

原来，此前王女士在长兴
县雉城镇当地一家理发店消
费后，该店让王女士扫描一下
店里的二维码。想到很多商
家都会请顾客扫码加微信，王
女士也没有多想，就对店家提
供的二维码扫了一扫，结果刚
扫完，她微信通讯录里数百名
联系人，都收到了商家以王女
士名义发布的商业性信息。

“好多朋友都来关心我是
不是被盗号了，害我花了好多
工夫解释，一晚上一直听见微
信在响，我解释了估计有100
遍，并在朋友圈澄清，可还是
有很多消息发过来，严重影响
了我的日常生活。”王女士拿
出手机气愤地说道。

听完王女士的陈述，长兴
县消保委的工作人员陪同她
来到该理发店，只见店内吧台
处果然贴着一张二维码。

“就是这张二维码，扫一
下就能代我发送信息，我自己
却一点都不知情，店家也完全
没有提醒。这种做法难道不
违法吗？我的个人信息安全

还能保障吗？”一进店王女士
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的微信
号是私人微信号，朋友圈从来
不打广告的，店家的这种行为
严重伤害了我与朋友的感情，
损害了我的信誉。”

“个人微信号是消费者的
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
你们店通过王女士的微信
号，向其微信好友发送的信
息是一条推广活动的商业性
信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
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
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
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
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
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
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
定收集、使用信息。你们店
收集并使用王女士的个人信
息，王女士却完全不知情，这
样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消
保委工作人员向该理发店店
长指出。

有关消保委组织提醒消
费者，店家张贴的二维码不一
定就是店家的微信号，也有可
能是群发小广告。消费者要
提高警惕，路边的二维码不能
乱扫，一些店家的二维码同样
也不能随便乱扫。

通讯员丁国锋、蒋丽娇报道
近年来,海外代购药品迅速发展起
来,由于利润可观,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人肉代购药品的行列。但这
些私自代购的药品属于“未经批准
生产、进口”的药品,按照我国法
律,是销售假药。

据统计,2016年,江苏省常州
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涉及
代购销售假药犯罪案件18件 26
人,而2017年上半年,该院就已办
理此类案件 25 件 43 人,增长明
显。

“在我们办理的案件中,大部
分都打着代购旗号,销售的却是

‘三无’进口药、高仿药。以前还
是实体销售,现在为了躲避监管
纷纷转型,买卖交易全程线上,只
有在邮寄时才会通过线下的快递
公司,打击难度大,且极易死灰复

燃。”天宁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李
继峰说。

无批文进口药成婴儿治病“紧俏货”

“无依赖性”“无抗生素”“无
激素”的进口儿童、婴儿用药品,
很受中国妈妈们的追捧,其中不
乏部分处方药,如德国产的MU-
COSOLVAN 止咳糖浆、NUR-
ROFEN退烧药、小绿叶消炎喷雾
等。

有需求就有市场。2015年,
全职妈妈林某为贴补家用,在小区
开了一家母婴店,生意一直不温不
火。当她看到身边的小姐妹经常
托人从日本、美国等代购回婴儿专
用药品时,发现进口货才是妈妈们
的心头好。

这时,林某想到自己好友经常
出国,遂托她带药。此后,林某便

留心身边小姐妹的需求,以此制作
“进货名录”发给好友,再快递回来
销售,所得按比例分账。为拓展客
户群,林某还在朋友圈打广告,一
时间生意火了起来。

然而,林某的母婴店既无药品
经营资质,又没有药品进口手续,
在一次检查中被取缔,销售的药品
也被认定为假药,已涉嫌犯罪。

根据刑法修正案相关规定,生
产、销售假药的最高刑罚可判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地下美容院成来源不明假药重灾区

随着微整形的流行,一些无资
质、无证书的“地下美容院”以低价
进口美容药品吸引了众多爱美人
士,但这些美容院使用的药品都存

在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问题。
“这类案件的涉案人员趋于年

轻化,86%是80后、90后,文化程
度都不高,以女性为主,大多从事
同一个行业,自称‘圈内人’。”据介
绍,“这些美容店主通常去杭州、广
州等地参加为期10天左右的皮肤
管理培训后,就开始自立门户,在
朋友圈发布肉毒素、玻尿酸等销
售、注射服务。”

小美去年辞去会计工作,去外
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回常州开了
一家美容工作室,提供美甲、面膜
和文眉服务。

一段时间后,小美经常被顾客
问到是否代购韩国的美容针剂及
能否提供注射服务。对于这送上
门的生意,小美想起了跟自己一起
学习美容的学员小芬。当时,小芬
自称做过护士,辞职后一直从事医

疗美容。小美用微信联系小芬,希
望她来帮自己。

一听这个消息,小芬立即表示
愿意自带产品上门服务。

于是,两人约定,打一针瘦脸
针的价格是2380元,小美将韩国
代购针剂“白毒”的成本700元给
小芬后,剩下的 1680 元两人平
分。今年4月,公安机关在对小
美的美容店进行例行检查时,查
获了无批准文号的玻尿酸及肉
毒素,致使案发。据了解，这些
涉案店主一般会自称“微整形专
家”，通过网络或熟人介绍招揽
客户,凑够足够的人就集中进行

“手术”，通常是自己亲自主刀或
招揽曾经做过护士的人。更有
甚者,她们带着针管四处“走
穴”，在宾馆或者客户家中提供
上门服务。

通讯员林静报道 子女不
满父母再婚，以此为由拒绝赡
养。那么父母再婚能免除子
女的赡养义务吗？日前，台州
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赡养纠纷案，认为子女
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
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对拒
绝赡养说“不”。

王老太与前夫赵某生有
二子，儿子均成家独立生活。
2002年7月，王老太夫妻俩与
两儿子签订一份“分据”，将两
间老屋分给两个儿子，并约定
每人每月赡养父母生活费250
元，从2008年开始承担。两老
看病产生的医药费由两儿子
均摊。

2005年6月，王老太与赵
某离婚，同张某再婚，未育有
子女。后赵某去世。王老太
年事渐高，自2009年始陆续门
诊及住院治疗产生一些医疗
费。由于王老太的再婚一直
没有得到长子赵甲的理解和
支持，对于母亲的生活费及医
疗费赵甲不愿承担。

今年年初，王老太将两儿
子赵甲、赵乙告上法庭，要求
两儿子从2016年 1月 1日起
每月各支付赡养费1000元，另
承担前期医疗费用5452元。

长子赵甲辩称，母亲与父
亲离婚时讲过“净身出户”，如
果母亲要我赡养，她先跟张某
离婚，否则她的生活应当由现
任丈夫承担，母亲自己还有
1000多元的养老金。而他没
有固定工作，收入不稳定，没
有能力承担这么高的赡养费。

次子赵乙辩称，对母亲的
要求无异议，他平时也会给母
亲赡养费，母亲生病时他也帮

忙付过医药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赵

甲、赵乙作为王老太的子女应
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
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
活。两被告对王老太的赡养
义务，不因其父母的婚姻关系
变化而终止。即使王老太与
两被告的父亲离婚后与他人
再婚，也仍是两被告的母亲，
两被告也仍需承担赡养义务。

王老太与案外人张某再
婚，作为夫妻双方也有互相扶
养的义务。王老太现在虽然
年事已高，但也享有一定的养
老金收入，考虑到两被告的经
济收入状况，结合台州当地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法
院酌定由赵甲、赵乙承担王老
太的赡养费（包括生活费、医
疗费等）每人每月 500 元为
宜。至于王老太主张的前期
医疗费用已经实际支付，无需
再次结算。

综上，法院最后判决赵
甲、赵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各支付王老太2017年
起赡养费6000元，自2018年
起每年1月30日前各支付当
年赡养费6000元，直至王老太
百年。

经办法官说，孝敬父母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女
不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尊
敬、关心父母，在家庭生活中
的各方面给予扶助。当父母
年老、体弱、病残时，更应妥
善加以照顾，使他们在感情
上得到慰藉，愉快地安度晚
年。如果子女不履行赡养义
务，需要赡养的父母可以通
过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据新华社 自10月1日起，民
法总则、国歌法、驾照新规等一系
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磅法
律法规将正式实施，看看对你我生
活有哪些影响？

首部民法总则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自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作
为我国首部民法总则，其中让人期
待的亮点颇多：胎儿享受遗产继
承、接受赠与的民事权利；下调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强调
抚养赡养义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可协商确定监护人；
增加保护虚拟财产规定；诉讼时效
由两年延长为三年。民法总则同
时也积极倡导乐于助人、见义勇为
的精神。

侮辱国歌或被追究刑责

国歌法于2017年 10月 1日
起施行，这部法律对国歌奏唱方
式、国歌使用、国歌传承等，作出

明确规范。国歌法明确，在公共
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
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
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
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驾考新规：这8项有闪失就“挂科”

今年10月1日起，新修订的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
正式实施，科目二和科目三均新
增了直接判定不合格的考试项
目。

新标准中，科目一涉及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的内容，全部调整
至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科目中；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试题比
例，单列文明行车常识、典型事故
案例分析等内容。部分考试项目
操作的要求有所调整，更加注重
从细节动作考核考生的安全文明
意识。如，科目二直角转弯、侧方

停车项目增加“开启转向灯”操作
要求；科目三起步、变更车道、靠
边停车、超车项目增加“回头观
察”动作；科目三直行通过路口、
路口左转弯、路口右转弯项目增
加“不主动避让优先通行的车辆、
行人、非机动车的评判为不合
格”。

我国首个国际投资争端仲裁
规则施行

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制定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
则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该规则是我国仲裁机构第一个国
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

“此次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
的出台，填补了我国国际投资仲裁
领域仲裁规则的空白，丰富和发展
了我国投资仲裁实践，为营造我国
更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王承杰表示。

网络跟帖评论须实名认证 打
击网络论坛有偿删帖

《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
定》自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对部分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提供
者通过有偿删帖、推送等牟取不正
当利益的“非法网络公关”进行打
击，旨在规范互联网论坛社区服
务，促进互联网论坛社区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

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活动范
围放宽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自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办法》
共十九条，主要调整了无证无照经
营的查处范围，明确了部门监管职
责。出台《办法》是转变监管理念、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先照后
证”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提高监管效率，促进创业创
新。

《办法》强调放管结合，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制度氛
围。一是放宽不属于无证无照经
营活动的范围，鼓励社会投资创
业，激发市场活力，并为地方人民
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灵活创新管理
预留制度空间。《办法》规定以下两
类经营活动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
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
场所和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
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
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
劳务活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须取得许
可或者办理注册登记的经营活
动。二是规定查处部门应当坚持
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原则，避免一概取缔的简单
化执法，对具备办理证照的法定条
件、经营者有继续经营意愿的，应
当督促、引导其依法办理相应证
照。三是法律、行政法规对其处罚
没有明确规定的无照经营行为，适
当减轻法律责任，不再予以没收工
具，并降低罚款数额。

本报讯 通讯员胡昌清、叶益平
报道 日前，丽水市公安局莲都区分
局刑侦大队的徐志波来到丽水市公
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卞卫平
指纹工作室”工作报到。这是丽水
市公安局第一次通过公开进行“名
师选徒”方式，确定徐志波与刑科所
副所长卞卫平采取师傅带徒弟形
式，进行跟班试用试训3个月，合格
将选调入全省赫赫有名的“卞卫平
指纹工作室”工作。

卞卫平，1988年7月浙江公安
高等专科学校刑侦专业毕业，长期扎
根刑侦一线，致力于指纹技战法研
究，现任丽水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2003年被公安部评

为“全国指纹破案会战先进个人”，
2004年被省委宣传部等4个部委联
合授予“浙江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
佳标兵”称号，2007年被浙江省人民
政府授予“模范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2011年起连续被浙江省公安厅聘为
第四、五、六届“刑事犯罪侦查专家”，
2017年被公安部聘为“全国刑事技
术特长专家”，2017年5月被公安部
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曾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3次，三等功
1次，嘉奖7次。

“卞卫平指纹工作室”是该市公
安机关首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专业
人才工作团队。自2011年成立以
来，卞卫平注重工作方式方法的总

结创新，通过长期工作实践，精心研
究，总结提炼出了“指纹分类查询战
法”,大大提高了指纹比对的效率与
质量，在破案中发挥巨大作用，每年
指纹破案数在1500起以上。在卞
卫平的带领下，丽水指纹协查工作
从2006年起连续11年在全省、全
国名列前茅，已成为丽水公安刑侦
战线亮点品牌。近几年来，“卞卫平
指纹工作室”立足丽水，服务全省、
全国，为省内外培训指纹破案技术
人员300多人次。2014年12月，卞
卫平被浙江警察学院聘为客座教
授，协助该学院建立“指纹比对工作
室”，培训学院老师和学生开展指纹
实战比对，并取得了优异的战绩。

十月起一系列重磅新规实施

海外代购药品猫腻多
朋友圈兜售多为“三无”产品

指纹专家卞卫平“名师选徒”治水拆改换新貌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

南浔仙居督查记

随手一扫 信息被盗

店家张贴的二维码
切勿随便乱扫

父母再婚
子女可否因此
拒绝赡养？

债权转让公告
龙湾农村商业银行对下列债务人的金融债权及对应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于2017年9月28日依法转让给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现特通过公告方式通知债务
人及合同对应的担保人，具体债务人名称及合同号如下：

温州浙南科技城盈信新家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8521120170020258

龙湾农村商业银行
2017年10月12日

浙江怡好园林建设有限公司遗失由诸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7年05月08日核发的注册号为91330681051331483C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本公司（杭州昊吉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3MA28NJGQXJ）不慎遗失由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7年04月0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临安市浙皖农贸城丰平百货商行遗失杭州市临安区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3 年 5 月 27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185600290266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肯丁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330181311351633，声明作废。

杭州建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
（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浙江英来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
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淳安千岛湖元芳茶果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
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50万元

减至35.6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债务公告
浙江省计经委系统职工技术协会，因受政策影响，无资金来源，无

法正常开展业务，决定对协会进行注销。请相关的债权、债务人自公
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与我会联系，逾期视为放弃权利。联系电话：
0571-87052816

浙江省计经委系统职工技术协会

杭州品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宁牧村
生兴路358号 电话：0571-83680792

浙江省满意品牌单位展示
浙江康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巨鼎国
际大厦B座9F（亿嘉路188号）
电话：0576-88808822

绍兴上虞海诚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丽水市神农堂通宵
大药房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中东路656号
电话：0578-2179708

余姚市丹苑保洁
有限公司

地址：余姚市陆埠镇官路沿
村乌丹
电话：13008997485

瑞安市清祥酒业
有限公司

地址：瑞安市马屿镇乙甲村
电话：18758798169

地址：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
道峰山南路173号
电话：0575-81227268

杭州洲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
心北路156号宁安大厦1幢1207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