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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成都分行成功举办
第五届职工趣味运动会

十一月，金黄色的银杏叶给成都
增添了一幅初冬美丽的画面。11 月 2
日，“壮丽七十载，‘渤’种新希望”渤海
银行成都分行第五届职工趣味运动会
拉开了帷幕，FF体育足球公园内响起
了热烈的加油声欢呼声。

本届职工趣味运动会分行全员踊
跃参与，11支代表队共300余人参加
了比赛。趣味运动会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分团体赛及个人赛共十类比赛项
目，包括动感五环、真人俄罗斯方块、
幸福铺路人、拔河等。

运动会上，运动员们坚持“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的精神，自觉遵守比赛
规则、遵守赛场纪律，在比赛中相互学
习、加强团结，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赛出了水平和风采，充分展
现了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员工奋斗拼
搏、积极向前的精神面貌。从运动会开
始到结束，参赛的每一名运动员、每一
个代表队都牵动着在场全体员工的心
弦，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本届职工趣味运动会为员工们搭
建了一个展示才华、增进友谊、磨炼意
志的舞台，不仅锻炼了大家动手动脑的
能力，还锻炼了员工们在工作中团结协
作的精神，提高了员工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进一步增进了部门间的交流，增强
了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全行的凝聚力。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第五
届职工趣味运动会，也是分行再聚新
力量、再踏新征程、再迈新步伐的大演
练、大合力。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将会以
本届运动会为新的起点，以更好的精
神风貌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进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吕波

一个尚未明确的问题是，电子烟
到底是数码产品还是烟草产品？很多
商家都称自己卖的是数码产品。电子
烟产品是由“烟具”和“烟弹”组成，只
要不销售烟弹，似乎就和电子烟撇清
了关系。目前，界定什么是电子烟的国
家标准确实尚未出台，相关部门正在
积极开展相关调研和论证，推动出台
规范引导电子烟行业有序发展的管理
措施和办法。然而必须明确，国家尚未
出台电子烟标准规范，不能成为商家
寻找钻空子、打擦边球的机会。

《通告》明确要求“关闭电子烟互
联网销售网站或客户端”“电商平台
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电子烟产
品及时下架”“撤回通过互联网发布
的电子烟广告”，这几条实实在在的
规定，不是靠“拆分烟具和烟弹售
卖”就可以糊弄过去的。颁布电子烟
网络禁售令是为了加强保护未成年
人权益，任何因所谓“歧义”而不执行
的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其背后无非
是经济利益考量在作怪。

电子烟网络禁售令执行难，也在
于社会对电子烟产品危害认识程度不

够。电子烟一度被视为香烟替代品，成
为吸烟者的新宠，很多地方都有控烟
法规，电子烟产品却不在其中。

定位年轻受众是很多电子烟产品
的网售重点，电子烟企业还将电子烟标
榜为“年轻”“时尚”“潮流”的代表诱导
未成年人。一些电子烟企业为了提高产
品的吸引力，随意添加各类添加剂以改
变电子烟的口味和烟油颜色，更是对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危害。电子烟
网络禁售令是对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
侵害的有效保障手段之一，势在必行，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向未成年人销售电
子烟的行为都应予以劝阻和制止。

执行电子烟网络禁售令，需要有
相配套的保障措施。据悉，国家烟草
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一
步将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依法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制售电子烟行为，
切实维护消费者健康。各级烟草专卖
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大对电子烟产品
的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对通过互联网
推广和销售电子烟行为的监测遏制，
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
并严加追究。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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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都益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永逸商厦招商具体详见公司网
站http://www.ymtzjt.com

声明·公告
●成都纯德医药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药品分公司 （社会统一信
用代码：915101067801133470）
公章 （编号：5101008751655），
遗失作废。
●成都紫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200
437）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职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75060904）
遗失作废。
●新都区佳乐国际城14栋2单
元502号刘力嘉的房款收据已
遗失，特此说明。

公 告
请姚琴、王永春、邓邦英、

刘琼、王娟、黄瑫、陈佳婧、任
平、杨光熙、任莉莉、严峰最迟
于2019年11月30日前回我院上
班（地址：成都市茶店子路435
号），逾期将按照事业单位相关
规定上报处理。

成都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院
2019年11月6日

●成都壹贰叁陆商贸有限公司
李媛媛法人章 （编号：510106
5120217）遗失作废。
●成都八月假期商贸有限公司
王云洁法人章（编号：51010999
21510）印章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青羊区益果多水果商贸部营
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5MA6CPCL60B） 正副
本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省减灾中心不慎将四

川嘉瑞德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原件遗
失（报告编号：2013071960163，
房管局备案章日期：2013年8
月27日），现声明作废。
●四川荣昌泰科技有限公司何
荣坤私章（编号：510107517625
3）遗失作废。
●成都倍丽芙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曾泉法人章（编号：51010899
4399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心晓林禾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
008449214）遗失作废。
●成都益果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MA6CN0UR6X）正
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登记公告
四川省杂技家协会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经举办单位同意，与四川
省曲艺家协会合并， 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19年11月6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金牛区蒋春梅商务信息咨询
服务部营业执照工商注册号510
106600613820正副本遗失作废
●金牛区蒋春梅健康咨询服务
部营业执照 (工商注册号51010
6600625536)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市锋云软件开发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6054922457Y） 正
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登记公告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卷

编委会办公室依据 《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
位同意，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11
月6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成都天铭康贝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
A61T11F9T）公章（编号：510109
5187161）财务专用章 （编号 ：
5101095187162） 李从铭法人
章 （编号：5101095187163）均
遗失作废。
●许家瑞离休证（川直字12394
号）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赛林营销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101041800299）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本公司，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成都市双桥
立交桥东1幢3-4号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2019年11月6日

●四川银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
00553464040Q） 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编码：5101008270
502），遗失作废。
●武侯区派对屋童装经营部个
体工商户公章（编号：51010755
07344）、发票专用章（编号：51
01075507345）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圣林乡村酒店
有限公司宋友森法人
章（编号：5101045002
394）印章销毁证明遗
失作废。
●武侯区大明通讯器
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804228
1）遗失作废。
●四川新思计算机职
业学校夏小翠法人章
（上网编码：51010850
22013）遗失作废。
●高新区名仕博建材
经营部公章（编号：5101095169
185）遗失作废。
●成都温江鱼凫医院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法人章彭松（编号：
5101239910664）遗失作废。

●成都暄和逸林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0MA62NTLB8P）
公章 （编号：5101095390844）
均遗失作废。

●成华区志弛江商贸部公章
（编号：5101086578258）、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8657825
9）、孙瑜法人章（编号：5101086
578260）均遗失作废。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11月1日下午，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
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
敦促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及时关闭电子
烟互联网销售网站或客户端；敦促电商平台及时
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电子烟产品及时下架；敦
促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撤回通过互联网
发布的电子烟广告。

国家烟草专卖局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
访时表示，“随着通告的发布，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将采取更加严格
的措施，依法对互联网电商平台、电子烟企业营
销网站和电子烟店铺进行清理整治，依法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制售电子烟的行为，有效维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切实维护消费者健康。”

众多电子烟品牌，如RELX悦刻、YOOZ柚
子、雪加SNOWPLUS、Boulder铂德、鲸鱼轻烟、
FLOW福禄等20家企业纷纷对《公告》表示支持。
电商平台的情况又怎样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昨日20：00，淘宝、拼多多上
的电子烟商铺未受到影响，京东、苏宁、美团相关
产品已经下架。

调查调查
电子烟企业发声支持
网上销售依然存在

针对《通告》，RELX悦刻在官方微信公众号
称：悦刻历来赞同以严厉举措保护未成年人的必
要性。我们认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这一最新举措，是推动电子烟行业落实
未成年人保护行动的重要里程碑，必将极大规范
市场主体有序经营……

目前，记者在悦刻官方微信和客户端上面，
看不到线上售卖窗口，但在天猫旗舰店、拼多多
仍有售卖，而且有些商铺并未标识“未成年人严
禁使用”字样。其旗舰店客服向记者表示，暂时没
有接到关店的通知，公司正在讨论处理方案，但
保证日后的购买与售后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YOOZ柚子电子烟在微博发声明表示，坚决
支持《通告》，YOOZ柚子在品牌成立初期即发布

《YOOZ态度计划》，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
烟。针对通告中的相关内容，YOOZ 柚子将付出
实际行动，停止线上平台销售和任何形式的网络
广告发布。

昨晚8点，记者发现，YOOZ柚子电子烟的多
款产品仍在淘宝、拼多多等平台上售卖，并参加

“双11”促销活动，在产品详情页面提示“未成年
人禁止购买及使用”。记者询问其旗舰店客服“有
没有接到产品下架的通知，后面还能不能在网上
购买了？”客服表示：“可以的。”

雪加电子烟联合创始人王飒在10月30日的
上海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相关论坛上表示，保
护未成年人是雪加在销售和推广过程中保持的

记者5日从国家烟草专卖局获悉，各级烟
草专卖监管部门对电子烟监管进行专项部署，
多措并举，对通过互联网推广和销售电子烟的
行为开展监管。

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日前发布通告，要求不得通过互联网销售电子
烟。据国家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通告发布后，各地烟草专卖监管部
门迅速行动起来，按照通告要求督促电商平台
和电子烟企业。同时，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开展
对中小学周边的清理整治，严厉查处实体店向
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行为。

“截至目前，部分电子烟企业已经在自建
网站撤销了电子烟产品销售链接，十余家电商
平台已下架全部电子烟产品，更多的电子烟生
产、销售企业和电商平台已明确表态将严格按
照通告要求及时关闭电子烟互联网销售网站、
客户端和店铺，下架电子烟产品，撤回通过互
联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这位负责人表示，但
部分电商平台仍将电子烟作为“双十一”促销
产品，消费者依然可以在线上购买电子烟产
品；一些社交媒体上仍有大量电子烟相关账号
和信息。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重点地区烟草专卖监
管部门正在与相关执法部门联合约谈主要电
商平台，督促其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下架电
子烟产品。烟草专卖监管部门还将建立全网动
态监测机制，加强网络监测，全面检索互联网
电子烟产品相关信息。国家烟草专卖局将采取
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制售
电子烟行为。 （据新华社）

还在参加“双十一”促销？
全网监测 驱逐电子烟

电子烟网络禁售令
截至昨日20：00一些电商平台下架电子烟 一些电商平台还在卖

卡住了
红线和底线，为此，雪加在电商平台旗舰店上
醒目位置提示：“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和使用电
子烟”；昨晚，记者尝试拍下一款产品，店铺并
未就这笔订单核实拍下者的年龄。

另外，铂德电子烟、鲸鱼轻烟等品牌也做
了类似表态，但其网上电商销售依然存在。

律师律师
片面夸大电子烟
可能涉嫌虚假宣传

据统计，作为全球最大的烟草市场，中国
烟民数量达到3.1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3.07%；
烟民总量位居全球第一，约占全球烟民总数的
30%。尽管国内电子烟渗透率仅为1%，但一旦
市场被撬动，足以让资本为之疯狂。

在美国等地，电子烟被列入烟草制品，日
本和一些欧洲国家把电子烟当做医药产品来
管理。“在国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烟草专卖局去年曾特别发布通告，禁止向未成
年人出售电子烟。”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北京亿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董毅智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2019
年1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深圳经
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
将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这被认为是国内为控
制电子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

“电子烟本质上是烟品，无非是其有毒物
质的数量、比例有较大区别，长时间吸食电子
烟同样会产生对尼古丁的依赖。”网经社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垦丁律师事务
所律师麻策说，我国《广告法》规定，禁止在大
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
外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
式的烟草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也
明确规定，禁止利用互联网发布烟草广告，“现
在很多电子烟产品片面宣传和夸大电子烟好
处，但弱于对用户进行危害性提示，可能涉嫌
虚假型宣传广告。”

麻策表示，从《通告》内容来看，并不是要
禁止电子烟，而是说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
电子烟侵害，线下仍然是可以销售的。

近期锤子科技前CEO罗永浩一直在宣传
自己投资的电子烟产品，《通告》发布后，罗永
浩在11月2日发布的微博中虽未看到电子烟身
影，但之前发布的电子烟信息并未撤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袁野

行 动

昨天，上证指数成功挑战了本轮
反弹的第一个目标位3000点整数关，
不过下午走得比较软，最终沪指上涨
16.07点，以2991.56点报收，三连阳之
后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引发市场
继续上涨的，实际上是来自央行方面
的利好。市场成交量有所放大，沪市成
交金额再次突破20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重要指数突
破了，创出了今年的新高。

央行网站消息称，2019年11月5日，
人民银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
作4000亿元，与当日到期量基本持平，
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为3.25%，较上期
下降5个基点。对于这个消息，机构总体
态度是偏正面的。比如长盛基金认为，
MLF利率下调，有助于改善短期流动性
预期。中信证券固收研究团队认为，
MLF作为LPR的报价基准，MLF小幅下
调后预计11月LPR报价将重新下行，有
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

下午市场上涨显得并不坚决，或
许也正是因为对央行未来是否会进一
步下调利率的预期存在分歧。

再说盘面，首先，5只科创板新股同
时上市，只有N普门一只个股涨幅超过
100%，其他四只个股涨幅都较小。在我看
来，这或许就是科创板在交易机制上改革
的成功之处，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
幅限制，尽快平息市场对新股的投机炒
作，让股票尽快找到其应有的合理股价。

值得注意的是，上证50指数突破了4
月份的高点，创下年内新高。上证50，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基本能代表A股的核
心资产。现在，核心资产创出年内新高
了，对投资者的信心提升很重要。

这到底是短期见顶的信号，还是
打开了新的上升空间？上证50指数前
期高点是今年4月份创下的，随后陷入
了较长时间的调整。此后，在今年7月、
9月和10月，都一度去挑战过4月份的
高点，但都无功而返。昨天是上证50指
数第四次冲击该高点，总算是成功了。

我个人觉得，短期一两天的行情实
在是不好说。但既然已经创了新高，那么
从趋势上说，至少还要再走一段，才会出
现趋势上的变化吧？否则何苦要费力去
创新高？其他指数方面，我觉得还可以继
续维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张道达）

重磅利好传来
一个重要指数突破了

通告
○敦促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
个人及时关闭电子烟互联网销售
网站或客户端
○敦促电商平台及时关闭电子烟
店铺，并将电子烟产品及时下架
敦促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
○撤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
广告

企业 众多电子烟品牌，如RELX悦刻、
YOOZ柚子、雪加SNOWPLUS、
Boulder铂德、鲸鱼轻烟、FLOW福
禄等20家企业表示支持。

电商 ○截至昨日20：00，淘宝、拼多多上的电
子烟商铺未受到影响，依然可以购买
○京东、苏宁、美团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昨晚8:00，一些电商平台上仍有电子烟在销售

监管、执法部门约谈电商平台，督促其下架电子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