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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翠翠临临港港两两区区工工商商可可外外资资登登记记
市工商局五大举措助力中韩自贸区建设

本报3月11日讯(记着 李孟
霏) 11日，记者从威海市工商局
获悉，为助推中韩自贸区建设，
该局积极推行新政策，为自贸区
创造良好环境。

针对环翠区、临港区无外资
登记权限的情况，3月5日，威海
市工商局下发《关于委托环翠区
工商局、临港区市场监管局登记
注册辖区内外商投资企业的通

知》，确定环翠、临港两区登记机
关受市工商局委托，直接办理外
资企业登记业务，颁发营业执
照。通过登记权限下移，最大限
度地为外资企业进驻自贸区提
供便利条件。

此外，参照中国(上海)自贸
区外商投资准入政策，积极协调
有关部门探索实行“负面清单”
制度，对来威投资的仁川市企业

在登记注册方面实现“非禁即
可”，享受“国民待遇”。

为提高外资企业进区效率，
3月4日，市工商局出台《关于在
中韩自贸区开辟登记注册“绿色
通道”的实施意见》，在各区市工
商窗口设立外资企业登记“绿色
通道”，推行登记注册“一审核准
制”，对自贸区企业实现当日办
结、当日发照。

该局还对来威投资的韩资
企业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并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需要，急事
急办、特事特办，确保登记注册
快速有效。在维权举措方面，市
工商局还设立“自贸区消费保障
服务中心”，为来威韩国消费者
提供消费维权服务，同时宣传中
国消费维权法律，普及消费维权
常识，变事后维权为事前预防。

建立“中韩双语”受理投诉模式，
更加方便快捷地服务于自贸区
的韩国客商。

通过威海市消协牵头，通过
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渠道，与韩
国仁川市消费维权组织合作，成
立自贸区间消费维权联盟，对区
域内发生的消费纠纷协同处置，
实现“异国投诉、跨区维权”，不
断推进消费维权国际化进程。

市食药监局继续

开展“五整治”

本报 3月 11日讯 (记者 王
帅 ) 11日，威海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2015年全市医疗
器械监管重点工作安排，今年，
该局将继续开展医疗器械“五整
治”专项行动，并继续开展抽验
工作。

2015年，市食药监局将继续
开展医疗器械“五整治”专项行
动，重点整治虚假注册申报、违
规生产、非法经营、夸大宣传、使
用无证产品五种违法行为，重点
整治体外诊断试剂、装饰性彩色
平光隐形眼镜、定制式义齿、避
孕套和体验式销售市场秩序。

据悉，2014年的“五整治”
行动中，执法人员共核查注册资
料真实性品种 2 6 个，监督检查
6 3 家生产企业、5 5 3 家经营企
业、927家使用单位，296家单位
被警告、责令整改，规范了医疗
器械市场秩序。

该局还将继续开展监督抽
验，各区市局(市场监管局)将根
据医疗器械监督抽验方案做好
辖区内抽样工作，力争抽样完成
率 和 不 合 格 产 品 处 置 率 达 到
100%。

该局还将开展全市医疗器
械检查员培训，及医疗器械生产
经营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业
务培训。

今年，市食药监局开展了医
疗器械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如血
管支架、输液器等高风险医疗器
械被定为四级管理，执法人员将
对其进行全项目检查。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
孟霏) 3月11日，威海市质监局
开展“12365”局长接线日活动，
现场处理市民对于质监部门监
管范围内事项的投诉、举报和咨
询，当日共处理案件14件，5个
报废煤气罐被封存。

11日上午9点，“12365”热
线接到市民举报，反映位于纪念
路南侧的某餐饮店使用国家明
令淘汰、报废的液化气钢瓶。市
质监局稽查支队执法人员立即
赶往该餐饮店进行检查，现场发
现该酒店使用的 3个液化气钢
瓶为淘汰报废钢瓶，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一旦爆炸，后果不堪
设想。

执法人员随机现场进行封
存扣押，及时清除隐患。“你看这
几个钢瓶，均为螺丝钢瓶，这种
瓶子早在2011年就不允许使用
了，属于过期报废气瓶，”执法人
员告诉记者。

随后，执法人员又根据群众
举报。调查了其他两个小餐馆，
在这两个餐馆，同样发现了涉嫌
违法使用的液化气钢瓶，随后对
这两个钢瓶进行封存。 据
悉，接线日当天，共接到举报20
余起，处理投诉14起。

煤气罐已报废4年 餐饮店仍在使用
局长接线日市质监局处理案件14起，封存5个报废煤气罐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王
帅) 11日，威海工商局环翠分
局联合竹岛办事处渔港路、观
海、梦海、金线顶、竹岛路、青岛
路社区为居民介绍维权常识，
并解答居民疑问。

活动刚开始，家住金线顶
路的刘女士便站起来说，楼宇
门的门铃出现问题，已接受过
20余次修理，但仍不能正常工

作，现在，门铃负责人已不再接
居民电话。消协工作人员已将
刘女士反应的问题记录，并将
对问题进行协商。

当日，不少老年人向消协
工作人员提及保健品，以及如
何分辨保健品的真假。渔港路
社区居民王洪伟拿着某品牌阿
胶和保健品来到现场，请消协
工作人员帮忙分别伪劣。

环翠区消费者协会工作人
员向居民介绍，买保健品不能
光看“蓝帽子”还应记住“蓝帽
子”下的批准文号，再在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查询
产品是否正规。工作人员还向

消费者提供了食品、药品、保健
食品的投诉热线12331。

网购不满意的商品，邮费
该谁出？梦海社区的赵女士称，
网购的鞋子号码不合适，退换
时被要求支付邮费是否合理。
消协工作人员介绍，除定做、鲜
活易腐、在线下载等商品外，采
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
式购买商品的消费者有权自收
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
不用说明理由。如有质量问题，
经营者应无理由退换货，无质
量问题，则应由双方协商邮费
的归属。

不少居民维权仅仅拨打消

费维权投诉电话为12315，其实
还有很多投诉热线可以选择。
价格投诉电话为“12358”；产品
质量监督投诉电话为“12365”，
主要受理产品质量、计量、标准
化、特种设备等方面的申诉；

“12331”是食品药品举报投诉
电话，市民在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和化妆品以及餐饮食
品消费中发现产品质量或安全
问题等，均可以拨打。

本报开通3·15维权热线，
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有什么烦
心事，或者遇到不公平待遇，请
联 系 本 报 3 . 1 5 投 诉 热 线 ：
18863110199。

为为闹闹心心事事维维权权，，消消协协现现场场解解答答
市民可以拨打多个投诉热线：12315、12358、12365、12331

2014年1月23日，市局食药
环侦支队在环翠区某街道一举
捣毁3处长期利用工业火碱、双
氧水、硫酸亚铁加工泡发毛肚
(牛百叶)、心管、蹄筋、鸡爪、茄
参的“黑作坊”，抓获犯罪嫌疑
人6名，当场缴获双氧水(过氧
化氢)100升，工业火碱(氢氧化
钠)25公斤，硫酸亚铁120包，查
扣泡发的有毒有害毛肚(牛百
叶)、心管、牛蹄筋、鸡爪、茄参等
成品和半成品3余吨。

经查，自2000年以来，犯罪
嫌疑人王某、孙某等人在长达
10余年时间内，使用国家明令
禁止的食品添加剂工业火碱、
双氧水、硫酸亚铁生产泡发毛
肚、心管、蹄筋、鸡爪、茄参等，
犯罪嫌疑人长期将这些泡发水
产品通过市区摊点和配送销往
各餐馆、饭店，从中获利数百万
元。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法院依法判决。

食食品品药药品品举举报报投投诉诉，，拨拨打打““1122333311””

今年将抽检

三千余批次食品

本报 3月 11日讯 (记者 王
帅 ) 11日，威海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2015年全市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工作方案，今年，
抽样涵盖生产、流通、餐饮各环
节，约3042批次。

今年，该局将仍坚持日常监
督与专项整治相结合，针对日常
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隐
患，结合专项整治的重点产品，
组织开展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
服务全环节的监督抽检。

据悉，今年抽样涵盖生产、
流通、餐饮各环节，约 3 0 4 2 批
次。

生产环节将覆盖全市获证
企业和小作坊生产的全部相关
食品品种；流通环节原则上按城
市和农村市场比例 1 : 1 进行抽
样，批发市场、商场超市、小食品
店等不同业态按照1:1:1的比例
进行抽样，预包装食品重点抽取
外省企业生产的产品；餐饮环节
原则上按城市和农村市场比例
1 :1进行抽样，覆盖各类餐饮单
位，以集体食堂(含学校、托幼机
构、医院、养老院)、旅游景区、连
锁餐饮以及消费集中的餐饮单
位等为重点。

2015年市级监督抽检共分
四期进行。

制售有毒有害水发产品，5名涉事者被刑拘

“12331”是食品药品举报投诉电话，市民在药品、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化妆品以及餐饮食品消费中发
现产品质量或安全问题等，均可以拨打。该热线自2012
年开通，2014年，全市12331系统共接收1842件投诉举
报，较2013年增长131 . 99%。

以下是市民拨打该热线举报的案例。
2014年4月16日，市食药监

局接举报，称情威海多家超市内
销售外包装无中文标识韩国冰
激凌。经检查发现，被举报超市
确实存在从事销售外包装无中
文标识韩国冰激凌的行为，销售
货值金额合计人民币18473 . 2

元，违法所得人民币8515 . 5元。
工作人员现场查扣涉案超

市销售的所有不合格冰激凌，没
收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8515 . 5
元，并处罚款人民币49936元，
合计十四家超市共罚没款人民
币68679 . 2元。

卖无中文标识韩国冰激凌

涉事超市被罚近7万元

2014年8月接市民举报市
区某商场涉嫌销售篡改生产日
期的食品。经查，该单位2014年
7月16日向顾客销售的即食海
参、即食鲍鱼外包装右下角有两
个生产日期，一个为钢印打码，
生产日期标注为 2013年 6月 1
日，一个为喷墨打码，生产日期

标注为2014年6月1日。
经调查，钢码打印为食品生

产厂家出厂时打印日期，属真实
生产日期，喷墨打印为销售者私
自篡改日期，以上产品共销售
22袋，违法收入3800元。最后，
该单位被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3800元，罚款人民币2万元。

销售过期即食海参、鲍鱼

涉事单位被罚2万元

本报记者 王帅

▲工作人员对违规液化气瓶进行查处。 记者 李孟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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