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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连续暗访 监管多次执法 商家照卖不误

麦购休闲广场售假为何制止不了
天津帮办
帮办热线23602777

市政府办公厅、津云新媒体《政民零距离》栏目与天津日报舆情中心合办

http://ms.enorth.com.cn/http://ms.enorth.com.cn/zmljl/zmljl/

■本报记者黄萱韩爱青文并摄

货架上的涉假名牌包。

■本报记者 高立红

路灯太亮居民难眠
市路灯管理处：加遮光罩弱化亮度

“换新路灯是好事，可光线太强了，我家门口这个灯还调整
得正对我家卧室，夜里室内不开灯还亮如白昼，没办法正常休
息。”近日，河东区大直沽街大桥道40号院小区家住一楼的居民
高先生向天津日报热线23602777反映，小区最近换的LED路
灯给他家生活带来的困扰。

记者来到该小区。小区不大，每栋楼前都有一两盏路灯，确
实很亮，白色的灯光照得小区明晃晃的。记者随机问了两个路
过的居民，说亮起来挺好。但是，走到高先生家门前观察，情况
却不尽然。原来，高先生家所在楼对面是小区非机动车棚，一盏
路灯安装在车棚顶部边缘，灯头向车棚与居民楼间的甬道探出
来，灯光正好照在高先生家一间卧室的窗上。从外面看，高先生
家面向甬道的窗户白晃晃的。高先生介绍说：“以前这个灯的灯
头偏向车棚一侧，甬道有照明，但没这么强。现在灯头正对甬道
了，光线又强，正好照进我家。”

走进高先生家位于一楼的室内看到，卧室窗前的光与外面
相差无几。“为遮光，我们想尽办法。没办法，夜里室内太亮了，
睡不好觉。”随着主人的介绍，记者看到，床头挡了半米高的挡
板，窗户外的护栏顶部和底部各铺了一层挡板。“顶部挡板为挡
光，下面挡板为了不反光。”

记者就此联系河东区城管委，得到回复说，该小区的灯是市
路灯管理处安装更换的。记者又联系市路灯管理处。后者派人
现场了解后，为此灯加了遮光罩，使其亮度适当弱化。

三天后，高先生回复说：效果非常好。其发送的照片显示，
由于遮光罩的角度使然，甬道部分光线依然很强，但高先生家窗
前就没那么亮了，既确保了夜间公共照明，又照顾到高先生夜间
休息。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2020年 10月22日，本报以《麦购休

闲广场多个店铺卖假名牌包》为题,报道了
麦购休闲广场店铺出售假名牌包的情况。
时隔五个月，消费者多次向本报反映称，麦
购商户卖假货的现象几乎从未停止。消费
者问：“是商家胆子太大，无视法律？还是
执法流于形式，让售假者有恃无恐？”

仍有店铺出售涉假名牌包
上篇报道刊登的同时，和平区市场

监管局行政执法支队与劝业场街市场监
管所联合行动，突击检查了麦购休闲广
场三楼专营包的店铺，扣押了26个涉假
包。执法部门承诺“绝不姑息假货”，但
是，没过几天，记者就不断接到消费者打
来电话说，麦购商铺售假的情况并没有
改观，假货照样卖，也见不到执法的人再
来管。
1月12日，记者再次来到麦购休闲广

场三楼看到，之前查获的涉假店铺已经撤
柜，但在麦购三楼，有好几个店铺仍在出
售涉假名牌包。下行电梯口的两个店铺，
货架上摆放着上百个包，其上有LV、GU-

CCI、香奈儿、MICHAEL KORS等标志，款
式与专卖店正品一样。店主说：“看你要嘛，
有一般的，也有好的。”价格从100多元到几
百元不等。店主坦言：“都是高仿……一比
一，看不出来。”一款GUCCI官网同款链条
包，外观以及颜色与官网款一模一样，不过
重量略轻，链条的连接处粗糙，锁扣也不顺
滑。店主称这款包售价370元，价钱还可
以商量。记者查阅官网，这款包售价
19000元。

处罚结论“姗姗来迟”
本报记者再次通报情况后，1月13日下

午，和平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知识产权工作科、
劝业场街市场监管所，与公安和平分局金街
派出所、公安和平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环
食药大队等单位，再次组成联合检查组，对麦
购休闲广场开展联合检查。共检查商户30
余户，查扣侵权手机壳、手包、首饰、服装等
50余件。

不过，执法部门的这一次行动，效果同样
不明显。没过几天，消费者的投诉电话再次
打来：“基本没啥变化，执法的人就是走个形
式，前脚走，假名牌包后脚就又摆出来，照卖
不误。”消费者李女士说，这些假名牌包进货

成本很低，即便全被抄走，也损失不了多少
钱，“聊天时，店铺老板说他们跟执法的私底
下都很熟……”

发稿前，记者再次来到麦购休闲广场探
访发现，涉假情况并未明显改观。只不过，一
些涉假奢侈包改头换面，换成了“山寨包”，比
如GUCCI的标志缩写“GG”变成了“CG”，
“MCM”包上的标变成了“MOM”。经历了
检查之后，商家的警惕性非常高，记者刚刚掏
出手机，商家紧跟其后，记者打开手机，商家
立马抬高了嗓门说：“别拍照啊。”
时隔五个月的采访中，记者多次询问

和平区市场监管局该案的查处进展。但
是，执法部门除了对第一家商铺在近四个
月做出售假认定并罚款外，后面几家店铺
的处理仍迟迟没有进展。对于消费者提出
的质疑，该局行政执法支队队长吕奕解释
称，他们已将涉嫌侵权商品的相关证据寄
给品牌方，请品牌方出具鉴定报告。但由
于多方面的原因，鉴定缓慢。
对此，众多消费者表示遗憾：“打假打了

五个多月，假货却照卖不误，这样的效率，何
谈依法打击？”

京东商城虚标液晶电视尺寸，欺诈消费
者的情况，经本报持续跟踪报道后，引发社
会各界关注。本报针对京东商城的批评报
道，也引起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关注，被收录
到中消协全国消费舆情动态中。此外，本报
热线23602777陆续又接到我市多位消费者
投诉，反映了在京东商城同样受骗的经历。
家住和平区的张女士向本报记者反

映，2020年12月底，她在京东商城誉与电
器专营店买了一台100英寸的液晶电视，
价格是10909元，送货安装后，并未注意
电视尺寸缩水的问题。张女士看到天津日

报报道后，拿尺测量液晶电视，这才发现她
买的这台电视，实际是85英寸。“我联系京东
商城，誉与电器专营店的客服却坚持说，100
英寸的电视就是这个尺寸。当时买的时候，
看着页面上标注的是LG的品牌，收到的电
视却是LGHG的品牌，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骗
人吗？”

另一位消费者张女士，同样也向本报反映
了她在京东商城上当受骗的经过。她是今年3
月3日在京东商城果盈江苏商用电器专营店，
购买一台150英寸防爆平板液晶电视，价格
42999元。“刚买完电视不久，我就看到天津日
报的报道了，心里一惊，担心自己同样受骗。
收到电视后，我让安装师傅上门安装。当场测

量，这台电视的尺寸果然是严重缩水。标明
150英寸，实际还不到100英寸。”让张女士更
气愤的是，她打开电视机的外包装看到，电视
机后面的铭牌上连产品的厂名、厂址和联系电
话都没有，是典型的三无产品。“我再次登录京
东商城，发现该产品已经下架了。京东商城卖
假货，也太肆无忌惮了……”

《京东商城涉嫌欺诈消费者》后续 本报报道引发中国消费者协会关注

多位消费者投诉京东商城卖假货

①北辰区科技园汀江东路与汾河南
道交囗人行道上，一长方形井口缺少井
盖，仅用两块水泥条进行覆盖，存在安全
隐患。

本报记者赵煜
近日，津南区欣悦家园居民张先生向天

津日报热线23602777反映说，小区附近要
建一个殡仪服务站，居民们感觉堵得慌。
张先生出示了居委会发的殡葬服务站调

查问卷，内容是拟在街域内建设一处殡仪服
务站，为市民提供集中停灵、个性祭奠等丧葬
服务。该问卷让居民“炸了锅”。张先生提供
的微信群截图显示，前期居民意见有几百条。
2月25日，记者来到欣悦家园，在小区

东南院墙外有片约几百平方米的空地，是拟
建殡仪服务站的选址，与香薇邸南区隔着一
条微山南路。其北部是个平房院落，没有牌
匾，大门紧闭，透过门缝看到，内有一排砖房
和几间门房，不时传出成群的鸡鹅叫声。再
往北有两家单位，依次为双新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双新派出所。
得知记者采访，张先生建了个微信群，很

快有90多人进来发表意见。大家普遍认为，
殡葬属特殊服务，殡葬场所不应紧邻居民区、
幼儿园、学校。
有居民用百度地图查询显示，该地点距

离南马集公墓仅不到5公里车程，距离怡静
缘公墓7.7公里车程。居民认为，现有殡葬
服务场所能够满足群众需求，再建这个殡仪
服务站多此一举。

记者就此采访该小区所属欣盛家园党群
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刘丽介绍，居委
会是发了拟建殡仪服务站的调查问卷，但仅
是征求意见，如果居民不同意就不会建。距
拟建设地点最近的6栋楼共有500多户居
民，有部分没有入住，还有的在外地联系不
上，前期居委会以户为单位发了300多份调
查问卷，回收后统计，都不同意建这个殡仪服
务站。
发稿前，双新街道党工委、双新街道办事

处反馈称：对于殡仪服务中心需求情况，经过
民意调查，广大居民群众无此需求，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将尊重居民意见，不再建立。

“天津之眼”摩天轮景区换票窗口悬挂有“全国医务工作者
免门票”字样，但拒绝对药剂、检验、放射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免
门票，需自行购票参观。近日，有游客向天津日报热线
23602777反映，“天津之眼”有职业歧视之嫌。

反映问题的游客是天津一家医院的检验师。据其反映，
2020年年底，其持本人身份证和医学检验职业资格证书到“天
津之眼”摩天轮景区参观，却被告知只有持医生或护士执业资格
证的人可免门票乘坐。“景区窗口明明有红色标识显示‘全国医
务工作者免门票’，请问检验人员算不算医务工作者？”

接到反映，记者联系“天津之眼”摩天轮景区了解情况。工
作人员说，该景区换票窗口确实贴过“全国医务工作者免门票”
字样，该活动已于2020年年底结束，而且当时还贴了注册医师
证和护士证的图示，提示医务工作者持注册医师证或护士证才
可免门票，没有这两种证件不免。工作人员还说，之所以推出这
个优惠，是应市文化和旅游局号召，但这只是一个倡导，不是非
执行不可。疫情的原因，“天津之眼”的经济效益严重下滑，没有
能力扩大优惠范围。况且，事发当时，反映人得知自己不在免门
票之列十分气愤，并未进一步协商，就直接走了。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检验、药剂、放射人员都是医务工
作者，疫情防控期间，他们同样冲在第一线。记者从天津蓟州梨
木台景区了解到，该景区也推出面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门票活
动，检验、药剂、放射人员持医院工作证件，可以享受上述福利。

《麦购休闲广场多个店铺卖假名牌包》后续

揭示欺诈行为
维护消费者权益3·15

■本报记者刘连松

游客质疑“天津之眼”免票举措
市卫健委:药剂、检验、放射人员也是医务工作者

欣悦家园附近不建殡仪服务站了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呼声·随手拍

②南开区龙川路晋宁北里多个楼栋
内，供老年人出行的无障碍扶手被自行车
围堵，失去应有作用。

本报记者房志勇

本版2020年 8月 20日刊发的《南
市食品街牌楼支柱掉漆》报道，披露南
市食品街四个牌楼支柱漆皮掉落,影响
游客观瞻。报道引起和平区相关部门
和属地街道重视，近期对该牌楼支柱重
新粉刷。

本报记者房志勇

南市食品街牌楼支柱
粉刷一新

曾被计划建殡仪服务站的空地。海河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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