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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一医院假借公益活动误导患者被罚20万
安徽省工商局公布 2018 年第一批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例

2018 年以来，我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广告监
管执法力度，开展了互联网广告专项整治，严肃查处了一
批虚假违法广告案件。日前，省工商局公布了几起典型案
例，涉及到医疗、房产、汽车、化妆品、教育等多个与民生密
切相关的领域。部分典型案例公布如下：

一、淮北市国购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发
布违法互联网广告案
当事人在腾讯房产网(淮北站)、淮北房地产交易网上
发布“淮北国购广场*缤纷街”房地产广告，含有“10 年返租
80%即买即租”等内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2018 年 1 月，淮北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
广告并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罚没款 22.2 万元。

二、合肥正大中西医结合医院发布虚假违
法医疗广告案
当事人通过其官网发布医疗广告，含有“3 分消炎、10
分灭菌、不复发”、
“ 治疗不孕不育成功率达 98%”等保证功
效的内容。以及在未取得合肥市经开区妇女联合会等单
位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妇联及合肥论坛等多家媒体的名
义，假借公益活动宣传，误导患者就医，违反了《广告法》第
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2018 年 1 月，合肥市工商局
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在相

应范围内消除影响，罚款 20 万元。

告，罚款 10 万元。

三、合肥闺密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违法
化妆品广告案

六、池州协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发布
违法广告案

当事人通过天猫店铺发布含有“美白去黑色素”、
“去
淡化黑色素”等内容的化妆品广告。实际该化妆品为非特
殊用途化妆品。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2018 年 4 月，合肥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在
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罚款 20 万元。

当事人发布内容为“开着捷达跑镇长都说好”的汽车
户外广告，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义或形象。当事人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2018 年 4 月，
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
停止发布广告，罚款人民币 3 万元。

四、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发布违法
药品广告案

当事人在网站“绩溪网(绩溪论坛)”上发布含有“你买
店铺我付按揭，10 年 70%收益”字样的互联网广告。当事
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2018 年 3 月，绩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
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罚款 2.1 万元。

当事人通过宣传单发布“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药品
广告，而“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属于处方药。当事人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五条的规定。2018
年 5 月，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
停止发布违法广告，罚款 11 万元。

五、安徽银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违法广告案
当事人分别发布户外广告和互联网广告，广告中含有
“全自动玻璃切割设备全球第一品牌”、
“ 中国最大的专业
玻璃切割流水线设备生产商”等内容。当事人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的规定。2018 年 5 月，怀
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

央视七套《乡约》栏目再次走进黄山翡翠谷
8 月 7 日，黄山翡翠谷景区人头攒
动，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中央电视
台七套《乡约》栏目，经过一段时间的筹
备，再次走进黄山翡翠谷景区，现场拍
摄了一档节目，数十名乡贤和二千多名
游客和观众，兴致勃勃地全程参与并观
看了节目录制。
今年的节目录制更有特色，本期登
台的唯一女嘉宾叫张思愿，在翡翠谷景
区从事民宿旅游，正当芳华，有着徽州
女子的婉约、静雅与灵巧，三位男嘉宾
是节目导演从近百位报名者选出的，主
要是民宿旅游和旅游文化的从业者，有的帅气，有的
富有才艺，有的事业有成，各有所长，女嘉宾要选择
谁作为自己的白马王子，成为主要悬念贯穿节目的
始终。节目著名主持人肖东坡，与男女嘉宾热情互
动，引导女嘉宾表达自己即时的感受，激发男嘉宾充
分展示自己“出众”的一面，同时吸引乡贤参与台上
的互动，对女嘉宾的选择提供建议。最后女嘉宾在
场内外观众的支持下，与 3 号男嘉宾成功牵手，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台节目风趣生动，
现场掌声不断。
整档节目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传播了正能量的
爱情价值观，同时通过对女嘉宾的访谈，巧妙地嫁接
了翡翠谷景区的民宿旅游资源。节目走进翡翠谷现
场录制，是第 12 届中国黄山七夕情人节的主要活
动。景区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今年的七夕情人节，
将于 8 月 17 日(农历七夕)浓情开幕，当日将举行爱情
音乐节，还有古典式相亲大会等。

罍+村进城啦——罍+村鼓楼店今日开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能让自己
慢下来的是什么？是那些温暖的旧时光？还是遗失
在时光里的老物件？

用情怀塑造美味
2017 年 7 月 21 日，罍街·罍+村横空出世，宣告
合肥“徽味印象体验地”的诞生；2017 年 12 月 8 日，
半边街·罍+村如期而至，与罍+村罍街店相比，多了
些自然的格调，少了些城市的硬朗；2017 年 12 月 24
日，黉街·罍+村盛大开业，这是目前体量最大，也是
唯一露天的罍+村。
罍+村不单是一个村，也不仅是一个餐厅。自诞
生以来，罍+村就致力于打造极具安徽特色和合肥村
落文化的民俗小吃集中地，从美食和民俗的角度带
领市民感受老合肥的乡土风情。随处可见的老式农
具、复古家居，最传统的老味道，再现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家庭场景，带您追忆地道的老合肥味道。

当罍+村遇见鼓楼

百大·鼓楼名品中心金座始建于 1996 年，坐落于
省城淮河路商业步行街与宿州路交汇处，以“传播时
尚文化，体验精彩生活”为经营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健康、
时尚、
文化的生活和舒心、
惬意的购物体验。
罍+村诞生一周年之际，在合肥百大集团的鼎力
支持下，罍+村进驻步行街百大鼓楼名品中心金座
——罍+村进城啦！
罍+村·鼓楼店延续了罍+村一贯的复古体验，
并有所突破。光华印务公司、王记钟表店、东亚银
行，能依稀瞧见民国庐州城的风姿；东风照相馆、合肥
农机修造厂、国棉壹厂，带您回味原汁原味的八十年
代生活。蜿蜒幽深的小胡同，光影斑驳的老街，每一
个老物件，每一处老牌匾，都在诉说着过往的回忆。
今天，罍+村·鼓楼店正式开业！8 月 10 日~8 月
12 日，全场五折，礼送全城。参与现场幸运大转盘活
动，
您可有机会获得免费试吃券，
更有好礼等你来拿！

七、
绩溪锦元置业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

八、芜湖学志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无为
分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
当事人发布含“2017 年高考本科达线率 91%”的传单
广告和含“中考保送班……签约保证 100%录取”等内容的
招牌广告。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2018 年 3 月，无为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
告，罚款 1 万元。
□ 本报综合

上半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近850亿元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上半年，我省实现网上零
售额为 847.9 亿元，同比增长 43.7%，比全国增速高出 13.6
个百分点，高速增长态势显著。
监测数据显示，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609.1 亿元，同比
增长 33%，比全国增速(29.8%)高出 3.2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0.4%，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的贡献率达 24.1%，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从行业来看，粮油食品类、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服
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日用品类、通讯器材类排在前 5 位，占
全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 70%。而随着电子商务在商
贸流通、旅游、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非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快速增长，占网上零售额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
高了 6 个百分点。
□ 邹传科

“合肥通”发卡超过 500 万张
日前，
“ 合肥通”瑶海客服中心正式落成并向市民开
放。这是继 5 月份“合肥通”客户服务中心喜迁淮河路步
行街后的又一战略性举措。截至目前，
“合肥通”已经成功
发卡 500 万张。
“合肥通”是一张代表“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城市
“名片”，也是每个合肥市民智慧生活“小伙伴”。该项目自
2007 年底启动至今，已走过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多年来，
立足“便民、利民、惠民”的项目根本宗旨，通过构建覆盖全
市公共交通、公用事业缴费和小额便民消费等多领域的电
子支付平台，
“合肥通”已迅速成长为百姓生活出行中必不
可少的“智慧钱包”和“支付助手”，为合肥市智慧城市建设
贡献越来越大的力量。多年来，
“ 合肥通”发卡 500 万张，
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庞大使用群体，决定着“合肥通”服务
要与时俱进、无微不至。
目前，
“ 合肥通”充值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人工自助
互补充。除 500 多家遍布全市、走进校企的人工服务网点
外，随着合肥通“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微信公众平台、淘
宝官方网店相继出炉，计划布设在地铁站点、繁华商圈的
自助一体机支持银联、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方式。尤
其在 2017 年 8 月 8 日，
“ 合肥通”新版 APP 宣告上线，其提
供的网上购卡、在线充值、余额查询和网点导航等综合性
服务，让合肥市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信息科技革命所带来
的便捷新生活。2017 年 9 月 13 日，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马化腾亲临合肥，与“合肥通”携手推进的“合肥
通”公交乘车码业务正式上线，宣告了合肥跻身全国首批
实现扫码乘车服务的“智慧都市”。
□ 凌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