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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直播秒杀渔具，咋成了“三无渔线”？
消费者投诉：

去年6月16日，粉丝过百万的主播“老麻雀钓鱼”在快手上直播带货八小时，推出价值
几百元的渔具以3.9元秒杀，共30万份。陈先生秒杀了该商品，收到的却是“三无”产品渔
线，只值几毛钱。
查处过程：

记者跟随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八支队执法人员来到快手。执法人员调取
了快手资质、该主播的相关信息、直播八小时的录像等证据。快手方面表示，已经收到
许多关于该事件的投诉，之前配合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处理过相关事宜。
执法队说：

快手平台已对涉案主播给予永久关闭小黄车的处罚，不能再直播带货。监管部门
已将线索移送主播和商家（湖南佬麻雀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的属地湖南省临湘市处理。
临湘市市场监管部门去年12月立案，对当事人肖勇进行了询问笔录，对渔线小包装没有
生产厂名等信息的问题，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消费者回应：

快手平台永久关闭这个小黄车，但主播会不会换号继续直播带货？
专家点评：

中消协律师团律师高警兵认为，监管部门应加大对平台、经营者、主播的审核、监管
力度；建立考评机制对主播加强管理和约束；建立全国统一的直播带货违法举报平台，
对于欺诈和误导消费者的直播带货行为纳入社会诚信考核体系，将主播拉入黑名单，永
久禁入，增强监管震慑力。

淘宝稀里糊涂被扣款，“坑”在哪儿？
消费者投诉：

王先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捆绑淘宝省钱卡免密支付，稀
里糊涂被扣款。
执法过程：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网络调解中心调解员与淘宝平
台客服进行核实。淘宝客服称，今年1月，用户以首月0.1元的
价格，购买了淘宝省钱卡连续包月套餐。该套餐次月起恢复原
价5.8元，自动扣款。
执法队说：

执法调查发现了月卡开通过程中提示不明显的问题，
已要求淘宝要“显著提示”。淘宝表示，平台正在对原有淘
宝省钱卡连续包月提示做升级，预计下周上线。

未来三天重庆多阵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预计，未

来三天重庆多阵雨，夜间降雨较多。雨水对气温影响较小，全市最高
气温仍可达到26℃，中心城区最高24℃。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3 月 16 日：阴天间多云，16℃～24℃、3 月 17 日：阵雨转阴天，

16℃～25℃、3月18日：阵雨转阴天，16℃～24℃

网上购物套路消费者
你中招了吗？

记者追踪网上购物消费投诉查处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重庆市场监管部门交出这样一份答卷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翰）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是维护消费
者权益的重要环节。重庆如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保护市场安全、畅通百姓消
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我市市场监管部门
交出了这样一份答卷。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打击侵权行为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提升
了产品质量效益，优化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但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制售
假冒产品、傍名牌、抢注他人注册商标等现象仍时有发生。为了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穿得

称心、用得舒心，重庆开展了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联合行动，依法
严厉打击各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活动。”重庆市打击侵犯知识产
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市场监
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军介绍说，在行为上，重庆重点打击商
标侵权、假冒专利、侵犯著作权、仿冒混淆、侵犯商业秘密、产品质
量违法、制假售假劣、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在领域上，重庆重点
聚焦互联网、农村、城乡结合部、批发市场、专业市场、集贸市场
等；在商品上，重庆重点监管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成品
油等工业产品以及农资用品、书籍及音像制品、烟草等。

据了解，2020年，重庆开展了“铁拳”“蓝天”“绿色技术”等
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全市行政机关查处侵权假冒案件
9054件，办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553件，公安机关立涉假刑
事案件459起，破案375起，检察机关批捕侵犯知识产权
以及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33件62人，起诉108件
209人，各级法院共审结侵权假冒刑事案件120件。

去年全国网
上零售额约11.76
万亿元，网上购物
已经成为百姓消
费的重要渠道。
同时，网上消费
不是法外之地，
网上购物套路消
费者？有双警惕
的眼睛盯着各大
电商平台。记者近
日根据市场监管部
门提供的投诉线索，跟
随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前往快手、
淘宝、微信、抖音等平台，围绕消
费者投诉，进行调查。

消费者回应：
“这个‘坑’在于连续包月的提示不明显，我没看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后，平台给我退款了。没

有多少钱，走投诉是为了要个公平说法，我会关注淘宝整改。”
专家点评：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指出，免密支付平台要在显著地方提示。消费
者不再需要时，经营者应该提供便捷的解除绑定通道。一些平台开通免密支付很容
易，但解除绑定功能就很难找到，政府部门要责令整改。

微信购物不发货还“联系不上”，怎么办？
消费者投诉：

河北省石家庄市杨女士去年12月通过微信朋友圈扫码添加了某商家微信，花
1700元购买了两台暖风机。商家不发货也不退款，接着就联系不到商家了。
执法过程：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查到，该商家为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某
机械厂。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进入企业，查看订单信息和发货单等凭证。商家解释，物流
发货单据填错了。
执法队说：

邢台市任泽区市场监管局对商家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
生，商家已将货款全额退还给杨女士。
消费者回应：

市场监管部门帮我拿回了退款，维护了我的权益。
专家点评：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云指出，微信是社交平台，不
是电商平台。但微商是纳入电子商务法范围的。这个案例中，要核实微信平台有没
有参与到经营活动中，如果参与了，平台要承担责任。

抖音一箱面包“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货没收到怎么办？
消费者投诉：

蒋先生2月18日在抖音购买一箱面包，直到23日没有收到货，申请退款，商家拒
绝，抖音平台介入，告诉他“食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
执法过程：

记者跟随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八支队执法人员来到抖音，执法人员调集抖
音后台证据显示：该店铺为抖音自营小店；订单交易快照显示，在醒目位置提醒“不支持七
天无理由退货”。
执法队说：

该商品订单快照醒目标示“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消费者执意退货，抖音平台
调解后，商家做了退款处理。
专家点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认为，消法规定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指消
费者收到商品后的7天之内。消费者连货物都没有收到，怎么会有所谓的“无理由退货”
问题？商家理由显然是狡辩，和法律规定不符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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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64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3月15日

基本号码
03 19 29 02 14 08 28

特别号码
24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1028期

52 47 38 70 62 19 12 40 43 34
27 30 45 15 58 72 11 05 75 09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64期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102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2 03 05 17 29+04 1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6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2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6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2 6 0 5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2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3 3 1 3 3 0 0 3 0 3 0 1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2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1 3 3 0 0 3 0 3 0 1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2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2 1 1 3 +0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3月15日

迁坟启事
重庆市巴南区莲花街道天明村1、2、5、6社部分集体土地，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

府地〔2017〕748、渝府地〔2018〕652号文件批准征收。凡征收范围内所涉坟墓权利
人，限于2021年4月5日前，到天明村委会办理迁坟补偿有关手续并自行搬迁坟墓，
逾期不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事务中心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莲花街道办事处
2021年3月16日

迁坟启事
重庆市巴南区莲花街道天明村2、3、5、6社部分集体土地，经重庆市人民政

府渝府地〔2019〕71号文件批准征收。凡征收范围内所涉坟墓权利人，限于
2021年4月5日前，到天明村委会办理迁坟补偿有关手续并自行搬迁坟墓，逾期
不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事务中心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莲花街道办事处
2021年3月16日

迁坟启事
重庆市巴南区莲花街道天明村2、3、4、5、6、17社部分集体土地，经重庆市人

民政府渝府地〔2019〕179号文件批准征收。凡征收范围内所涉坟墓权利人，限
于2021年4月5日前，到天明村委会办理迁坟补偿有关手续并自行搬迁坟墓，逾
期不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事务中心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莲花街道办事处
2021年3月16日

迁坟启事
重庆市巴南区莲花街道天明村1、2、3、4、7、8、11社部分集体土地，经重庆市

人民政府渝府地〔2014〕631号文件批准征收。凡征收范围内所涉坟墓权利人，
限于2021年4月5日前，到天明村委会办理迁坟补偿有关手续并自行搬迁坟墓，
逾期不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事务中心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莲花街道办事处
2021年3月16日

重庆德上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表面处理生产线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示：重庆德上金属表面处理
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德
上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表面处理生产线改扩建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
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巨
科 电 镀 园 区 网 站 http://www.cqjkhb.com/plus/view.
php?aid=171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
该网站查询。建设单位：重庆德上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邓
总 462617168@qq.com，13320283717。环评单位：重庆环
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徐工 904162969@qq.com，
023-62668337。重庆德上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2021.3

注销公告：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子有方家庭教育服务
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7MJP571019R）
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内
到本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公告 合川区鼎昱家具经营部：本委已受理洪中梅与你
单位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工资，经济补偿争议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合川劳人仲案字【2021】第135号申请书
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
6月2日上午9时00分，在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地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一楼112
室（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取
本案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3月16日

公告 合川区承运现代家具经营部：本委已受理潘勇宇
与你单位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工资，经济补偿争议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合川劳人仲案字【2021】第134号
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1年5月31日下午3时00分，在合川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地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一楼
112室（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
取本案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3月16日

重庆科技学院（税号12500000450402162W）遗
失2021年3月11日开具给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
194130，号码：02457722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思缘地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691238068Q）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注册资本
由10000万元减少至8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
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重庆思缘地产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16日

清算公告
我公司中标施工的石滩镇，天星寺

镇，石龙镇防护栏工程已于2021年1月
16日完工，所有材料款、人工工资已全部
结清。若有疑问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三天内与我公司联系，过期不予受理。
联系单位：中天九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188891558

产品召回公告
重庆市宜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鲜

苕皮，商标：宜鼎，规格140g/袋,生产日期(批
次) 2020年 12月 14 日 ,销售区域为：重庆市，
因铝含量超标，自召回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
内，可凭产品实物向经销商或厂家退货退款。
产品退回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黄金坡
社，联系人:刘学民，电话:15923955508
重庆市宜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3月16日

遗失重庆诚翼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23051185）、财务专用章壹
枚（编号5001023051186）、发票专用章壹
枚（编号50010230511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柳成，2020年1月17
日认购恒大未来城6-1-1307房屋，
签约认购书票据编号wlc00000533，
因认购书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武堂村石简3号袁永贵（身份证5102
22195506094115）201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岸区经委科学技术学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樱未美容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遗
失公章、法人私章（冯爱文）各一枚，声明作废
●郭宇欣遗失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
证,学号191512022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渝川园林（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7203944407C）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佳玉2021年3月14日遗失身份证，
证号：513823199508180068，声明作废。
●兹有沙坪坝区幸福街25号公房承租人赵勇（身
份证号510221195907290612）住宅租约遗失
●遗失重庆市焯溪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257017579，声明作废

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
目（三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公
示: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
限责任公司承担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阳
极氧化生产线项目（三期）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巨科电
镀园区网站 http://www.cqjkhb.com/plus/view.
php?aid=173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
请登录该网站查询。建设单位：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胡总17320490789。环评单位：重庆后科环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李 工 871784699@qq.com，
15123370521。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21.3

●遗失重庆众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5715355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溪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2257017498，声明作废
●遗失忠县音乐家协会公章壹枚，编号5002331000670；社
团登记证正副本，编码渝忠民社证字第【2009】14声明作废
●遗失忠县兴碧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2330065705声明作废
●遗失巴多宝网络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鲁思渝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53840作废
●江津区和谐宾馆发票章5003815026690声明作废
●遗失银川市施宁能源物质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合同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固之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78230072，声明作废

道鸿公司渝BR0011营运证500110033639遗失作废。
恒奥公司渝BU1339营运证500110024519遗失作废。
富鑫公司渝A90336营运证500110117476遗失作废。
昱翔公司渝DB1521营运证500110111276遗失作废。
典峰公司渝D19538营运证500222086267遗失作废。
车与公司渝D51205营运证500110088661遗失作废。
顺拓公司渝D9727挂营运证500110085336遗失作废。
凯富公司渝BZ7660营运证500110105616遗失作废。
久福公司渝A97238营运证500110047774遗失作废。
重庆天宝公司渝BZ9937（500115045781）运输证遗失作废。
渝蓉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H9005营运证500110021427
遗失作废，渝BL1283营运证500110117517遗失作废，
渝BL1316营运证500110035284遗失作废。

公告
因重庆垫忠高速新立服务区品质提升工

程施工，预计2021年03月16日至6月30日
对新立服务区原有公厕进行封闭施工并暂停
使用。届时所有旅客请按照指示标志前往移
动厕所入厕，请过往旅客注意。特此公告
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六大队

重庆垫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1年03月11日

渝中区艾家康健康咨询中心遗失公章
（编号：5001035050573）声明作废。
渝中区艾家康健康咨询中心未经
公安机关备案自行刻制的公章（编
号：500103505057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丰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1068230413）财
务章壹枚（编号5001068230414）法
人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重庆九龙坡区综艺美术培训(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5001075967333519)拟将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单位清算组提供有效凭据，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
电话：15310907233联系人：谷老师 2021年03月16日

重庆市富贵运物流有限公司渝DP0331渝DQ8608营运证遗失，重庆译川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渝D94368营运证500222088847遗失作废，重庆沪渝物流有限公司渝DV1252营运
证遗失作废，重庆沪渝物流有限公司渝D0700挂营运证遗失作废，尊运公司渝BY1736营
运证50011057287遗失作废，力豪公司渝BJ8059营运证500222089204遗失，豪帅公司
渝BS6912营运证500110020969遗失作废，和弘公司渝D65639营运证500110088363
遗失作废，上佳公司渝D92359营运证500110105950遗失，双旭公司渝BQ3703营运证
500110008032 注销，忠源公司渝BK1957 营运证遗失，志春公司渝DP2512 营运证
500222117855遗失作废，腾顺公司渝BZ3932营运证500110059928渝AD109挂营运
证500110059908渝B9A158营运证500110070497遗失作废，圣图公司渝B7A818营运
证500110070349渝AG702挂营运证500110070043渝B9A992营运证500110070800
渝AJ125挂营运证500110070045渝D33803营运证500110093353遗失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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