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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糖竟披上“黄豆”外衣
鄄城一乡村代销点28袋“三无”红糖被查，消费者获十倍赔偿

本报鄄城12月11日讯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张翠华)

外包装袋上写着“黄豆”，里面装
的却是红糖，没有生产日期，没
有“QS”标志，还发出一股类似酒
精的刺鼻气味。

“前天晚上在村里代销点买
了一袋红糖，今天打开后闻着味
不对，请你们看看这袋红糖能喝
不？”12月7日上午，鄄城大埝乡苏

楼村的苏大姐手拿一袋刚打开的
红糖，来到大埝工商所咨询。

这袋显示由河南某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红糖，包装袋上赫
然印着“黄豆”，工商所工作人员
仔细查找后，发现没有生产日
期，也没有“QS”标志。工商所工
作人员怀疑，这袋红糖食用后会
存有安全隐患。

随后，苏大姐拿着“表里不

一”的红糖和工商所工作人员一
起来到苏楼村代销点，工作人员
当场查获同样外包装的红糖28
袋，且没有发现这批红糖的购货
记录。

据代销点负责人介绍，这
些红糖是一个开着箱货车的食
品批发商给送的，“进价是1 . 8
元/袋，当时觉得价格便宜，利
润高，就进了 3 0袋，卖到 3元 /

袋，当时没仔细看有没有‘QS’
和生产日期”。

工商所工作人员随即把28
袋红糖依法扣留，并当场责令该
代销点退赔给苏大姐30元钱。接
过赔偿的30元钱，苏大姐很无奈
地说：“赔钱不是目的，如果真是
吃出了事，赔多少钱都晚了。”

大埝工商所负责人表示，由
于农村群众消费水平低，法律意

识淡薄，辨假识假的能力比较
弱，一些不法商贩就趁虚而入，
致使假冒伪劣商品、“三无”食
品、过期食品流向了农村，尤其
是村庄代销点。他们将立即组织
力量对辖区内的村庄代销点、学
校周边小卖部、乡镇街道小超市
等进行检查。

目前，大埝工商所正在对该
代销点做进一步调查。

设奖三万，被罚十千
成武一开发商促销设奖过高，涉嫌不正当竞争

本报成武12月11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刘蓝翔 邱现
军) 为了多售房，近日，成武一房
地产公司举行了一场有奖销售活
动，并称最高奖为价值三万元的
小轿车一辆。而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
的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根据群
众举报，成武县工商局对这起不
正当有奖销售案进行查处，并对
当事人依法处以10000元的罚款。

为了在开盘现场制造火爆销
售场面，成武县某房地产开发公
司举行了一场有奖销售活动，称
当天购房者只要认购商铺一间，
就有资格参加现场抽奖活动，奖
项分五个档次，最高奖为价值
30000元的小轿车一辆。开盘当
天，该楼盘就火爆销售30%以上。

接到群众举报后，成武工商
局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发现开
发商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的有奖
销售。据了解，抽奖式的有奖销
售是通过抽签、摇奖或其他偶然

方式决定消费者能否获得奖金
或奖品的一种销售形式，也称为
悬赏式的有奖销售。

工商局执法人员表示，该开
发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有奖销售：
第(三)项：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
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和

《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一款“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
奖的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第
二款“以非现金的物品或者其他
经济利益作奖励的，按照同期市
场同类商品或者服务的正常价格
折算其金额。”的规定。

另外，工商局执法人员表示，
本案中开发商滥用其经济优势，损
害竞争对手的利益，是对竞争秩序
的破坏，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随后，执法人员根据其事实
依法对该开发商处以10000元的
经济处罚。

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近日，成武为全县60余辆符合条件校车，统一进行查验、检测、喷涂外观标识，建
立了档案。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影报道

成成武武为为校校车车““上上户户口口””

入世以来，菏泽市商务局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入世十年，菏泽“三外”工作跨越发展
本报记者 董梦婕

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
菏泽市商务局始终坚持扩大
开放，不断加强对世界贸易
规则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深入
学习和研究，充分合理运用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强化措
施，务实创新，国际贸易、引
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实现
了跨越发展，对地方产业结
构转型、区域经济发展都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入世十年来，菏泽市外贸
发展突飞猛进。现在菏泽市已
形成九大出口产业，出口产业
已形成规模，结构日趋合理，特
色产业主要有木草柳、农产品、
纺织服装、裘皮加工、人发加
工、化工、医药、食品加工、机电
等。木草柳、人发等。

通过十年努力，菏泽市外
贸总额增长 2 5倍，年均增长
34%。2001年，菏泽市进出口仅
1亿美元，而今年1-10月，菏泽
市完成进出口22 . 2亿美元，全
年有望突破25亿美元。2001-
2011年，菏泽市累计完成进出
口97亿美元，市场遍及18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2001年菏泽具有
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仅197
家，其中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107家。2011年前10个月，菏泽
市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已达

500家，备案企业超过1000家。
外贸队伍不断壮大，外贸创业
氛围增强。

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在
不断壮大。2001年至今，菏泽出
口过千万美元的企业已从屈指
可数增长到28家。其中，出口大
户巨野县佳农果蔬有限公司自
2002年成立公司，目前已逐渐
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鲜苹果、大蒜出口量多
年保持全国第一。2010年该企
业实现出口额2 . 93亿美元；今
年1-10月份实现2 . 2亿美元。

菏泽木草柳加工企业多、
辐射面广，中国木草柳国家级
出口基地的建成，标志着菏泽
木草柳产业向更深领域、更高
层次迈进，这也是菏泽唯一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基地。
另外，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被评为省级科技兴贸基地，巨

野县建成山东省第一批出口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进出口市场也由相对单
一走向多元化发展，现在菏泽
市已与186个国家开展业务联
系，出口市场遍及全球，欧盟、
东盟、日本、美国已成为菏泽
市前四大出口市场。进口方
面，2011年1-10月自南美洲进
口5 . 1亿美元、东盟1 . 7亿美
元、俄罗斯1 . 4亿美元。新兴经
济体东盟是菏泽市第二大出
口市场和进口市场，已成为菏
泽重要贸易对象。

外贸在拉动菏泽市经济
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2001年
到2010年，外贸占菏泽市GDP
比 重 从 3 % 左 右 增 加 到 超 过
10%。在增加就业、带动农民
增收、增加财政收入、带动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
了重要作用。

入世十年来，欧美、亚洲国家
和地区的外商看好菏泽市日益优
越的投资环境，投资者迅速增加，
在菏投资的外资企业已由2000年
的5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目前的12
个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菏泽10年内实际利
用外资累计6 . 8亿美元，年均增
长19%，菏泽2010年实际到账外
资完成1亿美元，是2001年的10
倍。外商投资向多领域拓展、项
目涉及农业、畜牧业、饲料业、电
子、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塑料
制品、木制品加工、家具、造纸、
化工、化纤、电力、食品加工、饮

料、房地产、饮食服务、旅游、宾
馆、咨询、卫生、体育用品、教育
等三十多个行业。

同时，近几年来，菏泽一些外
商投资企业在获得较好经济效益
的基础上，通过扩资、投资办新厂
等形式，逐步向群体化、集团化方
向发展，在外商投资较为密集的城
镇已经形成了行业集结和专业化
聚合的格局，技术层次和管理水平
也进一步提高。

目 前 ，菏 泽 现 有 外 资 企 业
164家，其中，山东佳美食品有限
公司年产值达亿元、出口创汇过
千万美元。

入世十年间，菏泽外经工作
成绩斐然，境外投资由无到有，外
派劳务规模不断扩大，区域越来
越广。至2011年10月，菏泽新批境
外投资项目52个，中方协议投资
额7489 . 7万美元，外派劳务9910
人，新增合同额28900 . 4万美元，
完成营业额13279 . 6万美元。目
前，菏泽有 1家对外承包工程企
业，2家对外劳务合作企业，4家外
派劳务培训机构，对外劳务合作
服务平台两个。

境外投资起步虽晚，但个数
增长快，规模膨胀迅速。2 0 0 6年
度境外投资企业 3家，中方协议
投资额合计只有 1 9 . 3 万美元；
2010年境外投资企业17家，中方
协议投资额3256万美元，个数和

投资总额分别是2006年的5 . 6倍
和168 . 7倍。

在项目数量上以贸易类企业
为主，在投资额上以生产类项目占
的比重较大。在47个新批境外投资
项目中，贸易类项目27个，占项目
总个数的57 . 4%；生产加工项目20
个，中方投资额5354万美元，占投
资总额的82 . 88%。

投资的行业以纺织品、食品加
工、服装、木制品等传统产业为主。
其中纺织品企业11个，食品加工企
业10个，占境外投资企业个数的
44 . 68%。投资区域以亚洲为主，在
亚洲投资的项目占项目总数的
74 . 47%，投资国主要包括蒙古、香
港、阿联酋、韩国、日本、俄罗斯等
22个国家和地区。

菏泽市木草柳产品在广交
会上亮相。（资料图）

十年进出口额累计97亿美元

164家外资企业在菏“安家”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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