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 失 声 明
郑基本遗失金华县土地管理局1992年

03 月 30 日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

证，金县10集建（1992）字第4093号，声明

作废。

郑基本遗失金华县土地管理局1992年

03 月 30 日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

证，金县10集建（1992）字第4097号，声明

作废。

金华市婺城区博源酒行遗失由金华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婺城分局2012年04月06

日核发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许可证号：

SP 3307021250021488，声明作废。

金华市金东区华泰管道配件商行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金华尚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何荣喜）各一枚，声明

作废。

金华市贝蒂美容修饰品有限公司遗失

浙税联字：33070258267977X号税务登记

证副本，声明作废。

金华市婺城区红顺汽车喷漆部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 销 公 告
浙江金华顺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会已决议解散本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

期未申报的视为放弃。特此公告。

浙江金华顺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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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城事·资讯

楼盘最核心最稀缺？打车坐一天送一天？

近日，金华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 12 个典型违法广告案

例，包含了医疗、食品、房地产、保健食品等与消费者利益密切

相关的广告，其中涉及通过微信、网站等互联网平台传播的广

告案件就有10件。

今年以来，互联网广告发展迅猛。2016 年，金华全市共

立案查处各类违法广告案件 272 件，罚没款 284.51 万元，其

中互联网广告案件 201 件，罚没款 181.18 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 128.41%和 175.73%，互联网广告案件数占总案件数的

73.9%，罚没款占63.68%。

市场监管局公布12个典型违法广告案例

江南一楼盘自夸七宗“最”
结果被罚20万元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金华市汽车运动协会

第二届代表大会上获悉，金华市护水监督员

车队正式成立。

来自金华市交警支队的最新数据统计，截

至今年11月底，金华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82万

多辆，拥有机动车驾驶证人数达 229 万多

人。金华人喜爱玩车是出了名的，金华地区

已有通过专业培训并获中汽联颁发的拉力赛

车手达 400 余人，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地区之

一。

近年来，金华市汽车运动协会一直倡导

文明行车、公益扶贫，争当文明宣传先锋，车

队所到之处，尤其强调参与者将产生的垃圾

随身带走，留下一路文明新风。

为了在环保事业上做出积极贡献，“护水

监督员车队”应运而生。该协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他们将积极参与到“五水共治”工

作中，从自身做起，文明出行，爱护环境，宣传

护水环保知识。 本报记者 沈超

金华成立护水监督员车队

昨天，记者从东阳顺风站场服务有限公

司了解到，东阳市汽车票的预购期作了调整，

从 12 月 23 日起开售预售票，预售最长时间

为30天。

2017 年的春运从 1 月 13 日开始，到 2 月

21日结束，为期40天。

据东阳顺风站场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春云说，为方便旅客购买车票，除东阳市客运

西站、客运东站窗口购票外，公司在去年开通

“携程网”网上购票的基础上，今年 12 月 1 日

起又开通微信购票（巴巴快巴）服务。

在网上、微信上购票的市民，在发车前凭

取票信息或二代身份证到东阳市客运西站、客

运东站自助售票机上或售票窗口办理取票。

不仅如此，东阳汽车客运东站、西站将根

据客流的变化随时增加售票窗口，如需预购

10 张以上车票的企业、学校和新东阳人，东

阳顺风站场服务有限公司推出上门送票服

务，联系电话：0579-86813065。

通讯员 王永平 杜天阳 本报记者 叶梦婷

东阳汽车票预售期调整为30天东阳汽车票预售期调整为30天

通讯员 章涛 见习记者 钱关键

案例一
优步促销广告不靠谱
被金华工商处罚了

今年春天，一则“优步”的互联网广告，引

起了一些金华市民的关注。

这则广告是这么说的：“只要在 4 月 25

日(周一)坐一次优步，即享接下来3天打优步

全部免费”、“坐一天送一天，只要本周三坐优

步，立享周四免费乘车”。广告通过微信公众

号、短信等发送，有市民按着广告的说法，上

街去打车，最后却被告知没这回事，一怒之下

就举报了。

经查明，发布这则广告的是上海雾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优步在上海设立的公司，

上述广告内容承诺的事项与实际情况不符。

金华市市场监管局稽查支队办案人员水

元琦介绍，虽然这家公司在上海，但因为这则

“虚假广告”行为发生地在金华，所以他们对

这家公司进行了处罚。后来，该公司也派了

法务代表、律师到金华处理此事。因为这则

广告波及面不是很广，造成的影响没有很大，

他们按照广告额的 3 倍予以处罚，对该公司

处罚了1.6万多元。

案例二
楼盘广告用了七宗“最”
被罚20万元

“最”字惹祸。今年，金华江南市中心的

一个楼盘，在相关平台打出了“铺王驾到，7

宗‘最’”的广告语。

广告语中有“成就中心第一临街铺，最核

心，中心地段，地王身段，宾虹路商圈核心；

最动力，双轴动脉，万铺至尊，黄金交通网络，

带来万千人潮；最稀缺，市中心唯一临街黄金

铺，一线临街，直面客流；最人气⋯⋯”等多个

带有“最”字的广告用语。

这个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九条第（三）

项，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

的规定。就是这短短的几个“最”字，让这家

房产公司“吃到”了20万元的罚单。

“广告中的绝对化用语是禁止使用的。”

金华市场监管局办理此案的一名办案人员

说，开出20万元罚单前，他们还找来当事人，

举行了听证会。

案例三
男科医院数字灌水
也吃了罚单

与绝对化用语相类似的，金华一家男科

医院曾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称：“建院 18

年，截至 2015 年 11 月 4 日，有 382925 位男性

患者在医院康复，共治愈了包皮包茎 83199

位 、前 列 腺 疾 病 59909 位 、泌 尿 生 殖 感 染

68408 位、早泄 57519 位、阳痿 46564 位、不孕

不育 22043 位、性传播疾病 39852 位、其他疾

病5431位”。

上述广告内容因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

并没有那么多人，被罚款 6000 多元钱，并删

除这些违法广告内容。

从这12个典型违法广告案例看，互联网

金融广告、食品药品、日用品等广告，成为违

法广告高发地。

“以后，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虚假违法广

告整治‘雷霆’行动，继续加大广告监管力度，

对虚假违法广告早发现、早定性、早查处。”金

华市市场监管局商标广告监管处处长李振纲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