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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车辆以旧充新退运后换口岸进口
进口榨汁机卫生指标却不合格

迷信进口产品的亲们注意啦
进口的奔驰车竟然是早就被退运的不合格车辆；原以为韩国进口
榨汁机质量更有保证，没想到有害物残留量远超国家标准……习惯了
动辄买进口产品的朋友们，不妨看看这些新闻。
昨日，宁波检验检疫局通报了2016年宁波口岸进口工业品检验监
管十大典型案例。据统计，2016年全年，宁波局共检验完成进口工业品
6.1万批、货值284.2亿美元，共检出不合格工业品万余批。对不合格商
品进行了销毁、退运、返工整理等措施，确保了宁波口岸贸易、生产和
消费安全。

□通讯员 金松 钱郑诚 程杰 记者 周阳

进口车辆以旧充新退运后换口岸进口
［案情回放］ 2016年9月，宁波
检验检疫局在对1辆来自中国香港的
奔驰旅居车进行现场检验时，检验人
员发现该辆车打刻的车架号锈蚀严
重，车辆底盘比较陈旧，车型外观与
2015年国家质检总局检验司第70号
警示通报中的以旧充新奔驰旅居车
相似，经过标签、轮胎、发动机号等细
节比对，确认该辆奔驰旅居车与2015

年上海口岸退运的为同一车辆。
●分析解读 随着整车进口新开
口岸的增多，部分经销商心存侥幸心
理， 将不合格的车辆发往新开的口
岸。此次发现的奔驰旅居车就是2015
年从上海口岸不合格退运的车辆。宁
波检验检疫局及时发现不合格车辆
作退运处理，并对货主进行了行政处
罚，有效维护了消费者人身安全。

进口榨汁机卫生指标不合格
［案情回放］ 2016年4月，宁波
某公司报检了1批产自韩国的多功能
榨汁机，共580纸箱/台，货值98600美
元。经安全卫生项目检测，发现该产
品与食品直接接触的一套可拆卸
ABS塑料部件，丙烯腈单体残留量达
到了20.2mg/kg，远远超过国家强制
性标准11mg/kg的限量要求，存在严
重卫生安全隐患。宁波检验检疫局依

法对该批次产品的不合格ABS塑料
部件实施了监督销毁。
●分析解读 通过本次问题产品
的检出和处置，一方面体现检验检疫
部门严格把关防止不合格产品流入
国内市场，有效保障国内消费者的健
康安全；另一方面，也反映原产地为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不是安全和
品质的保证。

中金所调整股指期货交易安排
据新华社上海2月16日电 （记者
潘清 刘开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16日晚间宣布，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
部署下，在综合评估市场风险、积极
完善监管安排的基础上，按照“发挥
功能、动 态调整、加强 监 管 、 防 范 风
险”的原则，决定稳妥有序地调整有
关交易安排。
自2017年2月17日起， 将股指期
货日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从
原先的10手调整为20手，套期保值交
易开仓数量不受此限；
自2017年2月17日结算时起，沪

深300、 上证50股指期货非套期保值
交易保证金调整为20%， 中证500股
指期货非套期保值交易保证金调整
为30%（三个产品套保持仓交易保证
金维持20%不变）；
自 2017 年 2 月 17 日 起 ， 将 沪 深
300、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平今
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
分之九点二。
业界认为，从公布的各项指标看，
本次调整仅是对股指期货限制措施的
小幅调整，风险可控，不会对股指期货
和股票市场正常运行产生影响。

购置税优惠减少 小排量汽车销量打折
金报讯 （通讯员 邱健 薛伊文
记者 叶佳） 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从
2016年的5%上升到2017年的7.5%，
实施首月市场反响如何？据宁波市国
税局统计， 今年1月份宁波市新征小
排 量 车 计 7872 辆 ， 占 乘 用 车 的
46.8%，同比下降12%，相比去年全年
平均水平下降17个百分点。
国税部门相关负责人分析，销量
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减税幅度下降
减弱吸引力。小排量减半征收政策于
2016年12月31日停止施行， 而政策
享受以开票日期为准，即《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款

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许多消
费者为了赶上减半政策末班车，纷纷
提前了购车计划，年前买车、年后办
理缴税业务，造成2016年12月份为小
排量车销售“小高峰”，征税小排量
车达到优惠政策施行以来最高值，计
19816辆，占该月乘用车总数的77%，
而今年1月份近四成征税小排量汽车
为年前购买。
此外，上牌审核严格导致消费群体
缩水也有一定原因。根据浙江省统一规
定，自2016年7月起，公安交管部门对
上牌资格的审核更加严格，不符合条件
的外地户籍购车者无法在本市上牌。

■宁波银行专栏

进口玩具中含有危险化学品
［案情回放］ 2016年7月，宁波
检验检疫局对1批从葡萄牙进口的玩
具检验时发现：该批玩具中含植物种
子和危化品。
●分析解读 根据 《动植物检疫
法》，输入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
殖材料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

检疫审批手续。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
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按照 《危险化
学品名录》 中的名称向报关地检验
检疫机构申报。此类玩具含有的植物
种子和危化品， 如不能妥善处置，就
可能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
影响消费者身体健康。

■基金一览

工银瑞信旗下蓝筹类基金全面领跑
2017年以来，A股仍维持存量资金
博弈状态，蓝筹股以其低估值、高股息
率及业绩稳定等特性成为资金避风
港，有望开启春季攻势。以公募基金为
代表的价值投资者已提前布局， 据同
花顺数据统计， 公募基金四季度增持
了银行、非银金融等蓝筹股。受益蓝筹
股走强， 蓝筹类基金今年以来表现抢
眼，值得注意的是，工银瑞信旗下多只

蓝筹类主题基金长、中、短期均取得了较
好的超额收益。
展望后市，业内普遍认为，随着养老金
入市，以及沪股通和深股通资金北上，蓝筹
股或受到更多增量资金的关注。 东方财富
网调查显示近4成网友表示2月份看好大盘
蓝筹，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不妨借道工银
瑞信旗下“蓝筹精品”，既省心省力，还可
以规避投资个股带来的非系统性风险。

南方基金魏萌：未来十年持续看好军工行业
2017年伊始，A股市场在震荡中渐
显暖意。展望未来，哪类产业或板块更
具潜力？对此，正在发行的南方军工改
革灵活配置混合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魏
萌表示，“2017年A股市场或将‘稳中
求进’， 军工行业是我们2017年及未
来10年持续看好的一个行业也是目前
唯一一个不受经济周期影响业绩，同
时叠加国企改革， 引进市场机制最大

最快的一个行业”。
据悉，2月9日起发行的南方军工改
革灵活配置基金是一只聚焦于军工改
革红利的主题基金。 该基金将主要投
资于国防军工板块在各个相关领域的
军队改革、军工企业改革、军民融合机
制改革、 市场化定价改革及国防军工
装备技术研发系统改革所带来的巨大
投资机会。

宁波银行荣获2016年度企业自律奖
近日， 宁波市消保委表彰2016年
度消费维权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宁波
银行荣获2016年度企业自律奖， 是全
市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金融机构。
宁波银行始终将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作为提升服务与品牌的重要工作
来抓， 建立了常态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机制，推动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宁波银
行通过完善投诉工作 机制和 流程，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不断强化自律手段， 提升消费者权益
保护水平。
宁波银行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纳入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建设，公
司董事会下设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总行增设“消费者权益保护部”
二级部，规划、组织并落实全行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工作的推动力度。
宁波银行结合金融消费者 “财产
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
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
信息安全权”八大权益保护要求，在产
品开发、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流程中植
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内容，将消保要求纳
入制度、管理、执行层面，建立较为完善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体系。
宁波银行十分重视客户投诉的问
题，并就此检视制度和管理措施，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宁波银行通过向社会公
示投诉电话，主动接受监督；通过优化

投诉处理流程， 保证投诉事件 “专人跟
进、限时处理”。近年来，通过维权热线、
监管部门、新闻媒体等渠道反映的投诉事
件，均得到宁波银行及时、妥善的处理。
宁波银行不断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
开展广泛、持续的日常性金融消费者教育
活动。在行内，宁波银行通过在线学习、送
课上门等形式，面向全行员工开展消保和
投诉管理培训，让员工明确在业务开展中
应履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 同时，宁
波银行积极开展厅堂宣传、 社区宣传、送
课下乡、公益讲座等活动，面向市民宣传
金融知识和权益保护内容。宁波银行承办
了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牵头的
“金融普惠 校园启蒙” 国民金融素质教
育提升工程试点工作，编写贴近小学生的
《跟着钱博士学金融》教材，开发系列课
程及讲师手册， 面向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余姚市梁弄镇中心小学、宁海县长街镇中
心小学开展教学试点工作。
宁波银行严格自律，扎实推进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先后获得“‘金融知
识进万家’ 银行业金融知识宣传服务月
活动优秀组织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 ‘A级行’”、“‘金融知识普及月’暨
‘金融知识宣传月’先进单位”、“宁波市
金 融 消 费 权 益 保 护 协 会 ‘先 进 会 员 单
位’”等多项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