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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石狮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3�15系列活动
消费警示

主
办

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因质量问题退货 电商逃避承担运费
【案情介绍】2017年7月14

日，李女士在某购物平台购买了

一个电视柜，售价260元。快递

公司将货送到后，李女士见包装

完好，便进行了签收。之后，打

开包装检查发现电视柜内部木

结构已完全散落，无法正常使

用。李女士向商家反映该商品

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求退货。

商家按李女士无理由退货处理，

但要求李女士出运费方可退

货。李女士对此回复并不满意，

与商家多次协商无果，故投诉。

【处理结果】经调查，李女士

反映的情况属实，并承诺由专人

进行处理。最终，商家同意退还

李女士240元，电视柜不再寄回，

由李女士自行维修使用，消费者

表示满意。

本案中，李女士所购买的商

品寄到后就已经损坏，属于商品

质量问题，商家应免费为李女士

进行退换货。而商家按李女士

无理由退货，要求李女士承担退

货的邮寄费用，该要求不符合法

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

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

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

换、修理等义务。依照前款规定

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

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商

家应承担相应责任。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卢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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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奋进在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征程上，人民政协顺利完成又一次新

老交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在

14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当选全国政

协主席。会议同时选出24位全国政协

副主席。

选举结果宣读前，十二届全国政协

主席俞正声来到大会会场，对即将产生

的新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表示祝贺。17时15分，当会议主持人

宣布汪洋当选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主席后，俞正声与汪洋热烈握手，全

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会议选出的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副主席是：张庆黎、刘奇葆、帕巴

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
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

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

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高云龙。

会议选举夏宝龙为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并选出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300名。

会议于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张庆黎、董建华、何

厚铧、梁振英，会议由张庆黎主持。十

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共2158人，今天实

到委员2144人，符合选举的规定人数。

选举开始前，会议主持人首先请工

作人员宣读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总

监票人、监票人随即就位，监票人检查

了全场23个票箱情况。两名总监票人

向会议报告了检查结果。

随后，工作人员开始分发选举票。

选举票分为两张，分别是选举主席、副

主席、秘书长的选举票和选举常务委员

的选举票。

根据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选

举办法，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

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采用等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候选人得

到的赞成票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为当

选。工作人员宣读填写选票的要求后，

委员们开始写票。投票开始后，总监票

人、监票人就位并先投票，委员们按座

区分别到指定票箱投票。

当工作人员计算完回收选票后，总

监票人向会议主持人递交投票结果报

告单。会议主持人宣布：选举有效。

计票完毕，工作人员宣读选举计

票结果。选举结果表明，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共325名候选人

得票均超过全体委员总数的半数，全部

当选。

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平

均年龄为64岁。副主席中，中共党员

11名，非中共人士13名，少数民族人士

4名，女性2名。新当选的常务委员平

均年龄为59.3岁，其中非中共人士195

名，占65％；少数民族人士33名；女性

39名。

全场委员以热烈掌声祝贺新一届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诞生。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选出领导人
汪洋当选全国政协主席

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汪洋同志简历详见二版）

本报讯 3月13日，由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省委

老干局原局长、福建老年大学第一副校长李福生，泉州

市委原副书记、泉州市老教委常务副主任、泉州市老年

大学校长吴汉民等组成的调研组一行莅临石狮，对老

年教育“十三五“规划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中期调研。

石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德才等陪同调研。

当日上午，调研组一行参观了老干大厦、市老年

大学有关教室和拟扩建办公楼等场所，听取我市老教

委常务副主任、市老年大学校长丁家全所作的工作情

况汇报。据介绍，石狮市委、市政府对老年教育工作

高度重视，早在2015年就召开常委会研究老年教育相

关议题，形成会议纪要，将老年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老年教育经费纳入市教育预算，形成市、镇（街

道）、村（社区）三项办学体系，办学普及率已超过五年

规划要求，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市老年大学的

精品课程（武术、音乐），老年大学旗袍研究会的文艺

活动、对外交流开展得有声有色。

省、泉州市调研组一行对我市老年教育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并以现场办公的形式，对我市老年大学今

年申请晋升省一级示范校给予指导。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许书熊）

省调研组莅石调研老年教育工作

本报讯 3月14日上午，石狮市委党校、行政学校

春季开学典礼在市公务大厦兴业厅举行。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党校校长杨德才出席活动。

开学典礼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研讨班、

第五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和机关党务干部专题研讨

班等3个班同期宣布开班。杨德才作开班动员，围绕

“自觉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表率”与学员进行交流。

杨德才要求，学员要从党的奋斗历程、党的自身

建设、肩负的职责使命、干部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深刻

认识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极端重要性。要准确把握旗

帜鲜明讲政治的基本要求，保持鲜明的政治态度，树

牢崇高的政治信仰，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恪守严格

的政治纪律，强化敢为的政治担当；要切实增强旗帜

鲜明讲政治的高度自觉，加强政治学习，锤炼政治能

力，严肃政治生活。 （记者 林本鸣 通讯员 颜培锋）

市委党校举行春季开学典礼

本报讯 3月13日上午，我市召开村级巡防队伍

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部署了进一步加强村级巡

防队伍建设工作，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各镇（街道）

分管综治、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及各公安（边防）派出

所等有关负责人参会。

会议指出，村级治安巡防队伍作为我市群防群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多功

能、多用途巡防力量。会议明确，各村（社区）设立巡

防小队或根据实际几个村（社区）联合设立巡防小队，

各巡防小队受当地镇（街道）党委、政府领导，在公安

（边防）派出所的具体业务指导下，负责开展巡逻防

控、抢险救灾、教育宣传等业务。

会议强调，将强化对村级巡防队伍建设工作的考

评，市综治办每半年对各镇（街道）村级巡防工作情况进

行考评，考评结果纳入镇（街道）全年综治考评，市公安

局巡特警大队制定详细考评细则，每月对各（镇）街道村

级巡防队伍工作情况进行督导考评。 （记者 杨德华）

部署加强村级巡防队伍建设
本报讯 在泉州市政府、泉

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相关

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3月9

日，泉州港石湖港区进口肉类指

定口岸建设正式通过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验收，成为

泉州地区唯一的进口肉类指定

口岸。泉州港石湖港区进口肉

类指定口岸建设的获批通过，将

大力促进泉州地区冷链食品项

目的发展，促进外贸集装箱业务

的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新

动力。

近年来，我国食品行业得到

迅猛增长，冷链物流行业随之迎

来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以肉制

品、速冻食品、乳制品等为代表

的冷链食品发展较快。随着人

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现代

生活节奏的加快，冷链产品的需

求量不断增大，这给冷链物流提

供了极大的市场空间。泉州太

平洋码头通过前期的市场调研，

发现泉州地区对进口肉类产品

的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受口岸

功能限制，只能是通过广东、厦

门、福州等其他口岸进境，物流

成本明显增加。因此，石湖港区

申请建设成为“进口肉类指定口

岸”，适时推进泉州港进口冷链

业务项目是符合未来泉州市场

需求、促进泉州港外贸集装箱业

务发展的突破口之一。

2016年10月26日，泉州太

平洋码头正式向泉州市人民政

府、泉州市检验检疫局提交石湖

港建设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的申

请及相关文件，在各级政府领导

与泉州市检验检疫局的大力支

持下进展顺利。2017年3月27

日，泉州太平洋码头收到国家质

检总局的关于同意泉州港石湖

口岸筹建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的

函。泉州太平洋码头公司非常

重视国家质检总局对建设石湖

港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码头物流

通道的具体要求，一方面及时的

根据建设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的

具体要求开始落实具体的实施

方案，成立项目工作小组，全面

落实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建设具

体内容。 （下转三版）

石湖港区进口肉类指定口岸
正式通过考核验收
成为泉州地区唯一进口肉类指定口岸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特种

设备安全大检查，并以公共场所

使用的电梯和大型石化企业使用

的压力管道为重点，围绕排查隐

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展开

检查。

执法人员首先前往世茂摩天

城、狮城国际广场等5家大型商

场，检查大型商场的电梯使用安全

管理情况。通过查看自动扶梯的

合格标志与警示标记张贴、急停开

关安全运行状况，抽查维保记录，

深入排查各商场的扶梯安全隐

患。督促物业运营单位监督维保

单位按时开展维保工作，加强日常

巡检，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及时进行

整改，真正落实电梯使用安全管理

主体责任。

随后，执法人员前往龙福小

区、富贵天骄等10个住宅小区，检

查直梯安全运行情况。通过抽查

电梯的五方通话对讲和电梯维保

档案，深入了解各小区电梯安全运

行情况，督促各小区物业公司在日

常管理中，积极与业主委员会沟通

协调，确保电梯安全隐患整改资金

的筹集，杜绝电梯带病运行，真正

落实电梯安全主体责任。

此次检查中，执法人员还检查

了佳龙石化的压力管道安全运行

情况，督促企业特种设备安全工作

管理人员增强安全责任意识，严格

按照规范要求管理设备，确保企业

安全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张弓）

我市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石 狮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市场监管

联办

本报讯 作为完善石狮海

岸带区域路网的重要道路工

程，开春以来，共富路一直在

加快推进路基建设。3月14日

早上，记者在共富路一标段（石

锦路至石狮大道）拓宽改造施工

现场看到，不同路段多道工序正

同步交叉推进。据城投集团交

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标段

目前的作业内容，包括路基（挖

方填方）、桥涵、雨污水管道埋设

等。和二标段相比，一标因为多

了桥梁工程，工程量相对较大。

根据工期安排，正常推进的话，

路基工程预计在9月底完成，而

桥梁和雨污水管道工程预计在

10月底可以完成，之后即可进入

路面水稳层、碎石层和沥青的

铺设。图为施工人员在拆除

浇筑好的一段涵洞模板。

改造完成后，共富路道路主

线将拓宽至双向八车道，不仅将

更方便周边沿线群众出行，还将

衔接上泉州二重环湾路，加速石

狮尤其是海岸带区域对接泉州

环湾同城发展的步伐。（记者 康

清辉 颜华杰 通讯员 郭明政）

共富路加快推进路基工程
聚焦“项目攻坚2018”

本报讯 3月14日，由团中

央宣传部部长景临率领的调研

组一行莅临石狮，开展团的十八

大筹备工作调研。团省委副书

记杨溢，泉州团市委书记杨凤

翔，石狮市委副书记庄玉海参加

活动。

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认真

听取了石狮市共青团工作情况

汇报，并与基层团干部代表围绕

推进从严治团、深化共青团改革

以及增强团的基层组织活力等

内容进行了交流探讨。随后，调

研组一行又深入石狮青创城、石

狮青商会，了解基层团建有关工

作情况。

调研组对石狮共青团工作

及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肯定，并

指出，石狮要与时俱进，运用互

联网+思维，建设新媒体中心，充

实新媒体人队伍；要加大基层团

干培训，探索建立各级团校，采

取线上线下同步培训，调动基层

团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积极

营造良好的青年创业就业环境，

激发青年创业就业热情，服务经

济发展，改善民生福祉。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董帝琪）

本报讯 石狮青商会抱团学

习又有新动作！3月14日晚，石

狮青商会举行“聚能谷”交流社

揭牌仪式，并举办了第一期“聚

能谷”交流社活动。团中央宣传

部部长景临，团省委副书记杨

溢，泉州团市委书记杨凤翔，石

狮市委副书记庄玉海，石狮青商

会会员代表等参加活动。

据介绍，“聚能谷”交流社旨

在更好地促进青年企业家交流

学习，畅通政企良性互动渠道，

帮助青年企业家成长，助推青商

企业创新发展。“聚能谷”交流社

活动建立常态化机制，每月举办

两期，每两个月举办一期总结性

交流。交流活动参与人员将在

宽松的环境，围绕既定的企业发

展相关主题进行自由交流、思想

碰撞，力争推动解决一些热点难

点问题。

当晚的交流社活动，石狮青

商会会长郭东圣作了“寻找自我

价值 借势而为”的主题分享，全

体参与人员则围绕“石狮的优势

及发展”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

论。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董帝琪）

团的十八大筹备工作
调研组莅石调研

石狮青商启动“聚能谷”交流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