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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凌晨起火 上百件快递遭殃

3 辆消防车赶来扑灭；
店内还有 2 个液化气瓶、约 40 个锂电池，所幸未发生爆炸

都市新闻
消防员架设水枪阵灭火，
并搬出液化气瓶。

本报讯（文/图 记者 林路然 通讯员
廖小昆）昨日凌晨 5 时 14 分许，思明区官都
里 15 号居民楼下一店面起火。店内有上百
件快递、约 40 个锂电池，以及 2 个液化气瓶，
厦禾消防救援站出动 3 辆消防救援车、18 名
消防员赶赴现场扑救。
“店里没住人，是隔壁居民发现店面起
火后告诉我的。”起火店面的店主焦急地说，
他就住在不远处，一得知店面起火，赶紧跑来
了，他本想用钥匙开门，可卷帘门摸上去烫得
很，便只好报警求助。火灾引起周边居民的
注意，不少居民手提灭火器自发来扑救，但火
势凶猛，
居民们不敢靠太近，
扑救效果甚微。
接到报警后，厦禾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
携带装备抵达现场。消防员发现，店面的卷
帘门关着，不时有爆炸声传出，火舌从门缝中
蹿出两三米远。消防员从店主口中了解到，
店面既是快递中转站，日均有 300 多件快递
在此流通，又是电动自行车维修点，此时店内
有快递、锂电池，厨房内还有液化气瓶，都是
易燃易爆物。

情况危急，消防员一方面立即疏散周边
群众，拉起警戒带，设置危险区和安全区。另
一方面快速铺设水带干线，架设水枪阵地，压
制店面外围火势，防止火苗点燃室外电线杆
的电线，
阻断大火向居民楼蔓延。
经过一段时间在外围的扑救，
火势得以控
制，消防员在喷雾水枪的掩护下，开始打开卷
帘门。为防止氧气突然涌入而发生爆燃爆炸，
消防员分层次开门——一边将卷帘门向上拉
开一段缝隙，一边用水枪朝里喷射，压制火
势。最终，卷帘门被全部打开，火场未发生二
次事故。随即，消防员冲入火场，分左右两支
水枪进攻店内大火。经过十多分钟的奋力扑
救，大火被成功扑灭，消防员从火场内找到两
个液化气瓶，
将其转移到室外安全区域。火灾
未造成人员伤亡，
所有人悬着的心都落下了。
凌晨 5 时 38 分，消防员确认无复燃可
能后，撤离现场。参与现场灭火的消防人员
告诉记者，火灾过后，店内上百件快递几乎都
被烧毁了，好在约 40 个锂电池没有发生爆
炸。目前，
火灾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牛皮吹过头 罚你没商量
市市场监管局曝光 6 起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例

医疗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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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泥
“吃了它可以防治心脑血管、
糖
尿病及肿瘤”
“加入它保证升学率
100%、
人均提高180分”
……这些吹牛
“吹过
了头”
的，
都是虚假违法广告！昨日，
厦门市
市场监管局通报近年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过
程中，
查处的6起典型案例，
涉及房地产、
食
品、
医疗、
教育等热点领域；
通过发挥案例警
示作用，
提醒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引以为戒，
同时加强广告法律法规宣传，
提高消
费者维权意识和识别违法广告的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仅有 75
条，一万余字，但其中却包罗万象。”市场
监管人员提醒，相关从业人员一定要认真
研究、吃透条文规定，并严格自律，依法
规范广告发布行为。否则吹牛过
了头，可是真会被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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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市政条件还在规划中，
咋就出现在广告里？
>>基本案情：
该房地产公司委托某模型设计公司设
计制作其发的地产项目模型，
模型中标有
“某
区政府（新）“
”某地铁站”
“某会展片区”
“某经
济区”
“某码头”
等几处规划中或建设中的设
施及市政条件，
并将该模型置于售楼处大堂
展示。主管部门对该房地产公司作出
“责令
当事人停止发布广告，
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
响，
并处罚款20000元”
的行政处罚。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
第（二）项规定，房地产广告不得含有“对规
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
以及其他市政条件作误导宣传”
的内容。
>>律师提示：
房产周边的设施对于民众购房决策有
相当大的影响力。开发商在宣传时，
若该设
施已经建设完成投入使用，
无需开发商做广
告，
民众自然会知晓。若设施尚未建设完成，
开发商将不确定的信息告知民众，
只会造成
对民众的误导，
增加将来发生纠纷的风险。

漫画/张平原

>>律师提示：
案 例 一 ：补
广告法明确规定不得
充活性多肽防治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各种病？没依据！ 容，也不能用医疗元素来

>>基本案情：
该基因科技公
司生产某食品，在宣
传广告中含有“补充活性
多肽对防治心脑血管、骨
关节疾病、内分泌系统疾
病、消化道疾病、糖尿病及
肿瘤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等内容，且该内容系该
基因科技公司在互联网等
途径摘录后自行编造，无
法证明宣传内容的真实
性、无法说明其出处和依
据。
该基因科技公司发布
的上述广告既违反了“禁
止普通食品进行疾病治疗
功效的宣传”，同时发布的
内容无依据又属于虚假广
告，该行为属于一则违法
广告内容违反多条广告法
规定的情况，在法条适用
上出现竞合，应按照“从一
重处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主管部门遂对其作出严厉
处罚。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第四条规定，
“ 广告
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
消费者”；第十七条规定，
“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
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
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
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
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
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

宣传推销费医疗产品。

案 例 二 ：将 食 品
的功能吹嘘成药品，不
靠谱！
>>基本案情：
该食品公司宣传“胶
原蛋白肽”具有“调节内分
泌，修复受损黏膜（肠、胃、
子宫）”、
“ 皱纹变浅、美白
淡斑”，
“牛蒡茶具有“降三
高、抗肿瘤”的内容，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对普通产品宣传疾病治疗
功能的违法行为。主管部
门对其作出“责令当事人
停止发布广告，并处罚款
人民币 6700 元”的行政处
罚。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第十七条规定，
“除
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
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
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
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
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
械相混淆的用语”
。
>>律师提示：
食品与药品是不同的
领域的东西，所以食品的
广告宣传与药品的广告宣
传的管理规范和管理标准
亦不相同，如果广告中将
食品的功能吹嘘成药品，
后果不仅仅是“要钱”，可
能还会
“要命”
。

教育培训广告

>>基本案情
该公司通过网店印制了大量广告宣传
单，在厦门岛外某处宣传漳州角美附近的
楼盘。截止到执法人员查处时，共发放了
2000 份宣传单，该宣传单含有“厦门西中
心地铁 6 号线 15 分钟到达岛内”的内容。
主管单位对其作出“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并
处罚款人民币 9000 元”
的行政处罚。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
第（二）项规定，房地产广告不得含有“以项
目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
目位置”
的内容。
>>律师提示：
广告法明确规定，不得用行程时间来
表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位置。这种方法表
面看来很合理，
对市民其实是个坑。房产位
置是个距离问题，并非时间问题，如果允许
用时间来丈量距离，
那么广告的
“水分”
就不
可避免的存在了。

食品广告

美编：张 宁

房地产广告

责编：李翔宇

案例一：房地产广告用行程时
间来表述地段，有
“水分”！

案 例：未 取
得审查证明，也敢在
电梯投放医疗广告
>>基本案情：
该健康管理公司与某
传媒公司签订电梯广告合同，约定在
电梯电视中播放该健康管理公司即
将开业的视频广告，主要为介绍健康
管理公司经营的图片、文字及背景语
音介绍。其在发布上述广告时，尚未
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违反了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三条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六条的
规定。主管部门对其作出“罚款人民
币 60000 元”
的行政处罚。
>>法律规定：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三条
规定，
“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
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医疗广告审
查。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不
得发布医疗广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四条规定，
“发布医疗、
药品、
医疗器
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
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
其他广告，
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
（以下称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
进行审查；
未经审查，
不得发布”
。
>>律师提示：
广告法明确规定，
医疗广告的发
布必须通过有关部门的专业审查。

案例：宣传单里写“升学率
98%，人均提高 180 分”
>>基本案情：
该教育公司在经营场所摆放无
法证明来源的荣誉牌匾，在经营场
所发放的广告宣传单有“高三数学
150 天，提升 50 分”
“ 升学率 100%”
“升学率 98%，人均提高 180 分”等
内容。该教育公司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
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主管
部门对其作出“责令当事人在相应
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决定对当事人
处以罚款人民币 29370 元”的行政
处罚。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
条规定，
“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
者”；第二十四条规定，
“ 教育、培训
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对升
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
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
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
”
>>律师提示：
广告法明确规定，教育培训广
告 不 能 涉 及 升 学 率、考 试 通 过 率 。
教育行业关系着孩子的城镇与国家
的未来，这个行业的广告更是乱来
不得，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家长们
可能连孩子的
“起跑线”
都找不到。

帮客户
“省停车费”汽车装潢店竟自制套牌

该店老板因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面临罚款 10000 元、记 12 分、处 15 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柯恺筠 通讯员 娇
轩）男子下车迅速取下悬挂车前的“闽
DHWXXX”车 牌 ，露 出 另 一 张“ 闽
C5JXXX”车牌。1 月 21 日上午 9 时
许，通过视频巡查，殿前交警中队民警
发现在兴隆路火炬二路路口，一男子
熟练
“换车牌”
，
当即展开调查。
车主出于什么原因叠用两个车
牌，
第二张车牌又是从哪里得来？殿前
交警中队民警针对视频中出现的车型
及车牌进行调查，
发现该车匹配的是闽
C5JXXX 车牌，
民警联系车主询问。
然而，事情出现了转折，该车主

并不在厦门而在南安。两天前，他才
将车开到厦门某汽车装潢店改装音
响，至今车辆还在装潢店内没有取回。
难道是装潢店工作人员进行了套
牌？民警通过车主提供的信息联系该
汽车装潢店老板扶某。电话中，
扶某吞
吞吐吐地承认，是他在闽 C5JXXX 车
辆上套用自己制作的假车牌。而他给
出的解释，
令民警感到意外。
扶某到殿前交警中队配合调查
向民警说明。原来，扶某所经营的汽
车装潢店前有一个小型停车场，停车
场对外开放并收取一定的停车费。作

为汽车装潢店老板，扶某盘算为店内
客户的车辆省下停车费。
怎么帮助客户车辆
“逃票”
？扶某
心生一计，
停车场收费机器自动识别车
牌号进出场，
把车牌换成已经缴费的车
牌就不用再交费了。正好，
扶某为自己
的车缴交了停车场的包月停车费。于
是，他用一块铁皮做底板，再用纸张彩
色打印自己的车牌号贴上，
就这样一张
简陋的假车牌制作完成。
每当有顾客车辆需要进入停车
场，扶某就用这个假车牌“套住”客户
车辆的车牌。这个假车牌虽然制作简

陋，但扶某用它来骗收费管理探头，从
来没有被识破过。
此次，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该
假车牌，
制止了扶某的违法行为。民警
告知扶某使用假牌的严重后果及应受
到的处罚结果。扶某傻了眼，
直说不知
道要承担这么严重的后果，
后悔不已。
最终，民警扣留了闽 C5JXXX 机
动车，根据《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
全法若干规定》第 52 条第 1 款规定，扶
某因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
号牌的违法行为，面临罚款 10000 元、
记 12 分、处 15 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男子躲在床底
自称“偷完钱害怕”
警方找上门，将他从床底拽出来

民警在床下找到嫌疑人。
民警在床下找到嫌疑人
。
本报讯（文/图 记者 房舒 通讯员 王魁）男子黄
某发从烧烤店偷了3600元，
得手后溜回出租房，
越想
越害怕，
干脆整个人钻到床底下睡才安心。1月22日
下午，
五显派出所民警将他从床底下揪了出来。
李老板在五显镇开了一家烧烤店，1 月 20 日
下午，他发现店内抽屉里 3600 元现金突然不见了，
急忙报警。接警后，五显派出所民警立即启动“小
案快打”工作机制赶往现场勘查。通过走访取证，
成功掌握到嫌疑人相关线索信息：
黄某发，男，福建
宁化人，
就租住在失窃烧烤店楼上。
1 月 22 日，网格组组长叶志忠带领其组员到
该公寓摸排走访时，了解到黄某发已多月未缴交房
租，但是偶尔会偷跑回出租房居住。民警陈华泺当
机立断，立即带队冲击该暂住处，下午 1 点左右民
警打开了黄某发所租屋子的房门。
“刚进门，没看到
屋里有人，”
陈华泺告诉记者，大家听到床底下有窸
窸窣窣的声音，看过去发现有一只脚从床底下伸出
来。民警当即将床底下的人拽出来，正是大家要找
的黄某发。
据黄某发称，偷完东西后很心虚，偷跑回出租
房后都不敢睡床，只敢躲在床底，才觉得有些许安
全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在进一步审查中。

两人相约去钓鱼
“骑回”
一辆电动车
涉嫌盗窃被警方依法处理
本报讯（记者 房舒 通讯员 于鲁川）1 小时前，
两人经过，
拔走了电动车上的钥匙；
1 个小时后，
两人
回来，
用钥匙开了锁骑车就跑。近日，
翔安警方积极
推进
“小案快打”
工作机制，
接警后快速出击，
案发三
小时内闪破案件，一举将两名嫌疑人抓获，目前，被
盗车辆已退还车主，
嫌疑人员已被警方依法处理。
1 月 23 日中午 12 点半，莲河派出所接辖区群
众黄先生报警称其停放在翔安区新店镇莲河社区
一处工地门口的红色电动自行车丢了。接警后，值
班民警朱昆尉迅速展开走访调查，发现有两名男子
形迹可疑。朱昆尉告诉记者，
在锁定嫌疑人后，
他与
同事迅速对两人的逃跑路线进行追踪，
经过研判，
民
警在南安石井一处村庄抓获李某、邹某两名嫌疑
人。据介绍，
两人都是南安人，
两人对盗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李某交代，他与邹某是好朋友，案发当
日两人从南安石井乘车到位于翔安新店的莲河码头
钓鱼，
其间路过一在建工地，
发现停在大门外的一部
电动自行车没有上锁，
钥匙插在车上，
觉得好玩便将
钥匙拔走，一小时后，再次返回停车处，发现车子还
在，
见四周没人，
便将车子骑走。
李某还表示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
成犯罪，十分后悔。目前，李某、邹某因涉嫌盗窃已
被警方依法处理。

4 人流窜 5 个乡镇
“牵回”
17 头山羊
事发漳州龙海，警方已逮捕嫌疑人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林志
祥 高加聪）龙海张某等 4 名男子流窜作案，对村民
辛辛苦苦养殖的山羊伸出黑手。近日，龙海市公安
局组织警力快速出击，抓获张某等 4 名犯罪嫌疑
人，涉案 17 头山羊。日前，警方对 4 名嫌犯办理刑
拘，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连日来，龙海警方连续接到港尾镇等 5 个乡镇
的山羊养殖户报警，
称山羊被盗走，
有的在家门口被
偷，
有的在山上被偷。接警后，
龙海市公安局高度重
视，
认为事关百姓民生，
应立即立案侦查。警方抽调
10 多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对近期发生在港尾
镇、
海澄镇、
浮宫镇、
白水镇、
东园镇等地的山羊被盗
案进行串并案侦查。专案组民警通过对案发地周边
走访调查、
查找销赃路径等，
很快锁定张某、
蔡某、
陈
某来、陈某顺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1 月 7 日，警方
成功在海澄、
东园将 4 名嫌疑人一举抓获。
经审讯，上述 4 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在 5
个乡镇流窜盗窃 17 头山羊的犯罪事实。目前，警
方加大审讯力度，积极做好追赃返赃工作，全力为
受害群众挽回损失。

整治出发层违规揽客
维护北站营运秩序
本报讯（记者 林施赟 通讯员 沈文武）有多名
乘客投诉，常有网约车、出租车驾驶员在出发层违
规揽客，造成交通拥堵。近日，针对这一现象，市交
通执法支队集美大队联合厦门北站派出所集中力
量不定时对出发层的营运秩序进行整治。
执法人员在厦门北站出发层进行执法检查时，
缓慢驶来一部出租车，
眼尖的执法人员发现，
虽然该
车车顶灯显示
“有客”
，
可车上却一个客人也没有。
经调查，驾驶员张某表示，其看下面等待的出
租车比较多，便空车上来出发层碰碰运气，看到有
检查，及时压表，没想到还是被揪出来了。执法人
员将该车移交给北站派出所，因张某违反规定驾驶
未载客车辆驶入厦门北站出发层，由北站派出所对
其作出记 3 分罚款 150 元的行政处罚。
针对此情况，执法人员对广大驾驶员作出提
醒：春节长假即将来临，来往各个火车站、汽车站、
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的车辆较多，请各位出租车驾
驶员规范服务、合法经营，
安全文明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