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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瑜薇 通讯员 臧

升吉）电子烟，有着时尚靓丽的造型，除

了“传统烟草”口味，还有更迎合年轻人

的薄荷、水果等口味选择，不少年轻人将

吸食电子烟当成了时尚。

“你好！我要向你们举报，我儿子还

不满 13岁，他在黄湖镇通达路正新鸡排

旁的两元店里购买了 1盒电子烟。我儿

子还因为这件事被学校处分了。”日前，

区市场监管局黄湖市场监管所接到虞先

生的举报电话。

接到举报后，黄湖市场监管所第一

时间派出执法人员，对该电子烟销售商

店进行初步信息核实。执法人员调取、

查阅了该电子烟销售商店的视频监控及

店铺收银记录，发现该商店于2021年10
月从江苏省常熟市某批发市场以每盒55
元的进价，购入 3盒“非我尚彩系列”换

弹雾化器套装电子烟。就在日前，该店

在未核实购买人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将1
盒“非我尚彩系列”换弹雾化器套装电子

烟以 70元的售价销售给未成年人虞某

某，且店内并未设置不能向未成年人销

售烟草制品的标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相

关规定，对当事人做出罚款 15000元的

行政处罚。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

将联合烟草管理部门全面整顿电子烟市

场，加大对辖区电子烟产品的监管力

度。严肃查处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以

及电子烟实体店发布虚假违法电子烟广

告等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

烟侵害。

余杭开出首张罚单
严惩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电子烟是一种特殊的烟草产品，

一般由烟油和烟具组成。烟油主要

由烟碱（尼古丁）制成并通过电子烟

具将尼古丁以及各类添加剂雾化后

供消费者吸食。

实验表明，人们在使用电子烟

时，除尼古丁以外，还可能把其他多

种未发现的有毒化合物吸入体内。

与此同时，电子烟所产生的二手烟，

同样可能危及健康。电子烟也会向

室内释放可吸入的液体细颗粒物和

超细颗粒物、尼古丁和致癌物质。由

于电子烟不会产生烟雾，所以就更容

易误导消费者，使其产生安全、健康

的错误认知。

2019年3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3·15晚会曝光了长时间吸食电

子烟的人群，同样会产生对尼古丁的

依赖。

此外，未成年人对事物的看法往

往会受环境的影响，喜欢追逐时尚潮

流，但又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因

此，关爱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需要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电子烟的危害你知道吗？？？？？？？？？？？？？？？？？？？？？？？？？？？？？？？
阅读延伸

本报讯（记者 张瑚滢 通讯员 唐

丽斌）近日，区消保委接到消费者王先

生的投诉，称其在良渚街道莫干山路某

手机店，经销售员推荐以套餐优惠的形

式购买了一部华为荣耀手机，每月支付

118元的保底费用后，可免费赠宽带月

费。但回到家后，王先生发现家里的宽

带还有 4个多月才到期，这样一来就造

成宽带套餐重叠。王先生认为，销售员

在推销时未向其说明套餐相关细节，希

望能退货并取消新人包月套餐。

接到投诉后，区消保委工作人员立

即到达现场调解。经了解，销售人员在

向顾客推荐手机及套餐时，未提醒顾客

当前是否已有宽带套餐。工作人员向

运营方了解到，如直接取消套餐，存在

较大金额的违约金，因此建议双方协商

解决。经调解，商家提出酌情补偿消费

者在套餐重叠期间的损失 300元，消费

者表示接收该处理意见。

区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

手机、宽带套餐时，一方面要根据自己

的实际需要购买相当金额的套餐，切忌

因为所谓的优惠活动，选购超出实际需

求的高额度套餐；另一方面也要了解自

己当前所用套餐的合同到期日、变更套

餐的约定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

纠纷。

宽带套餐重复办理了怎么办？
区消保委调解一起手机套餐消费纠纷

维权那些事

恶意申请注册“长津湖”商标
福建两公司被罚

因涉嫌恶意申请注册“长津湖”商

标，福建省厦门市两家公司被当地市场

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近日分别受到

行政处罚。

经查，2021年1月，涉案网络科技公

司委托一家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向国家

知识产权局申请注册 7个“长津湖”商

标，后该申请被驳回。

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介绍，涉案网络公司大量申请注

册“长津湖”为商标的行为，明显超出正

常经营活动需要，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

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此外，受委托的

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作为商标代理机构，

应当知道“长津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规定的不得注册商标的情

形，但仍然接受该委托代理。

对此，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两家涉

案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并分别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根据有关法规，执法人员对

涉案网络公司恶意申请注册“长津湖”

商标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予

以警告并处1000元的罚款；对涉案知识

产权代理公司代理恶意申请注册“长津

湖”商标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

没收违法所得 1110元，予以警告并处

10000元的罚款。

（新华社）

整治：重拳打击论文代写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论文代写”

为关键词检索，发现近 3年来有 20个相关

案件的裁判文书。对于代写合同，法院的

判决多为“违背公序良俗，协议无效”。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一起

案件，2020年 5月，李某与A公司签订《SCI
委托服务协议》，约定服务费为5.4万元，结

果A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发表论文，李某

催要退款未果，将A公司起诉。最终法院判

定双方合同无效并要求A公司退还服务费。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额回报诱惑下，一

些诈骗团伙开始披上“论文工厂”的外衣骗

钱，不仅扰乱了人才竞争的公平公正，而且

伤害科研工作的真实性。天津市第一中心

医院骨科主任夏群表示，“论文工厂”生产

出的论文脱离实践，数据造假的期刊论文

甚至会“扭曲”科研工作。

2019年，科技部等 20个部门联合发布

《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明

确规定“买卖、代写论文或项目申请书”被

列入科研失信行为。去年以来，科技部、国

家卫健委等部门对发现的涉嫌造假论文组

织开展调查，有人被撤销职称聘任，有人被

暂缓职务晋升5年，有人项目申报、立项、评

奖等资格受限……

“我国在科研诚信领域的重拳出击为

整治‘论文工厂’现象开了个好头，要彻底

杜绝论文代写代发，还需要不断改革，优化

人才评价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评审质量，减

少违法投机分子的可乘之机。”夏群说。（文

中刘媛、刘庆俞为化名）。

几千元至数万元不等 代写代发“一条龙”
——揭秘地下“论文工厂”

（新华社）

《商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对

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根据情节给

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恶意提

起商标诉讼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给

予处罚。”

《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

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对违反本规

定第三条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申请

人，依据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

的规定，由申请人所在地或者违法

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等行

政处罚。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违

法所得三倍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法条链接

国家卫健委近日通报了第 13批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
理结果，至此，半年来已累计通报案件310个，其中144个涉及论
文代写代投、论文及数据买卖，占总数的近一半。

记者调查发现，地下“论文工厂”是医学论文买卖的重要推
手，提供代写、代发全流程服务，从普通论文到顶级期刊论文均
有“生产”，给科研诚信蒙上沉重阴影。

暗访：代写代发“一条龙”

记者以心脑血管医生的身份与多名不

同“论文工厂”的“客服人员”取得联系，被

告知只要时间要求不过于苛刻，各种层次

的期刊都可以“代写代发”。

记者表示想发国际期刊的 SCI论文。

有的“客服人员”表示，需要记者提供姓名、

职业、研究方向等基本信息，用于“匹配”合

适的期刊。另一位“客服人员”直接选定了

一本SCI三区的期刊，称只要交50%的订金

就能立马安排写作，成稿后发给记者看，直

到修改满意后，再付全款、安排刊发。

为了解全过程，记者与一位“客服人

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记者询问一般的期

刊论文怎样“生产”，对方先是发来一个省

级期刊信息供记者核验，随后表示可以排

发最近一期，连写带发1600元，交订金600
元即出稿，收到期刊录用通知后付尾款，期

刊电子版定版后先行发来，随后邮寄样刊。

支付订金后，对方按照记者要求发来

三个写作方向。待记者选定后，对方在不

到 2天后将一篇论文发来，并表示这是他

们安排专业人员“现写”的，还可以按要求

修改。虽然质量一般，但记者搜索并未发

现有大段抄袭的现象。随后，记者以发表

时间赶不上用途为由终止了联系，而对方

表示还可以再换刊物、想办法。

在另一家“论文工厂”，当记者表示着

急想发医学方面顶级期刊，对方推荐给记

者一篇已基本写好的颈部骨科研究英文论

文，并发来部分内容供记者审核评阅，总

“标价”3.75万元。

“这稿子就是顶级期刊编辑和我们的

约稿，公司团队老师写作的，快的话一个月

录用。”这位“客服人员”说。

不仅是医学方面，记者调查了解到，

“论文工厂”可以生产各个学科的论文，一

切以需求为导向。

揭秘：论文如何炮制和发表

从写到发，一篇篇专业的论文究竟是

怎样“生产”出来的？

曾为“论文工厂”工作、差点正式入职

成为“写手”的刘庆俞表示，“论文工厂”可

以实现“批量生产”。按套路写出来的作品

其实并没有多好，只是下功夫对各大期刊

的喜好厌恶摸得较为清楚，然后选择较容

易套公式的科研领域做文章，“就像是托福

雅思作文班的老师，有很多好用的考试套

路”。

有专业打假人士总结出“论文工厂”出

品的医学“八股文”英文题目的结构特点：

生物分子+动词+细胞过程+癌症类型/细胞

类型+介词+动词+生物分子，只要简单更换

癌细胞种类和生物分子，就能“变”出一篇

新论文。

不过，刘庆俞也表示，参与“生产”医学

论文的都是有一定科研能力的人，所以才

能保证写出来的论文质量不至于太差。他

们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很多还是医学

专业博士毕业，进入一些“生物科技公司”，

有的人入职前甚至不完全知道自己进的是

“论文工厂”。“很多时候，买卖科研成果的

利益要比做科研本身获得的利益更多。”刘

庆俞说。

写作只是一个方面，一篇期刊论文能

不能发表，主要是看专业审稿人的态度。

通常情况下，编辑会邀请几位审稿人进行

同行评议。据了解情况的医生和“客服人

员”介绍，“论文工厂”不定期大量投稿，就

和一些期刊关系越来越密切，“工厂”里的

很多论文“生产者”甚至成为一些期刊的金

牌合作审稿人。

据一位“客服人员”爆料，他们的“论文

工厂”直接买通了期刊的编辑，“收钱办

事”，想发的文章都能畅通无阻地通过同行

评议等流程。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1
月12日，中消协就肯德基与盲盒销售商

泡泡玛特联合推出的“DIMOO联名款盲

盒套餐”引发消费者抢购事件发表了观

点，中消协认为，用“盲盒”诱导食品过

度消费，应当抵制。

据了解，肯德基与盲盒销售商泡泡

玛特近日联合推出的“DIMOO联名款盲

盒套餐”，引发消费者抢购及社会广泛

关注。

中消协发现，根据这款盲盒套餐的

销售规则，要想集齐整套玩偶，至少需

要购买 6份套餐，而其中稀有隐藏款出

现概率是 1:72。为此，有消费者不惜一

次性斥资 10494元购买 106份套餐；还

有消费者为“求娃”而购买“代吃”服务，

雇人代买代吃套餐而获得盲盒，甚至不

排除将吃不完的食物直接丢弃。

中消协认为，在商品销售中，买赠、

积分、打折、红包等花式促销方式层出

不穷。只要合理合法，正常的让利促销

既使商家提高了销量，也令消费者得到

了实惠，本无可厚非。但肯德基作为一

家餐饮企业，其经营的快餐食品属于限

期使用的商品，按需购买即时食用是这

类商品的特点，通常消费者不会超量购

买，以限量款盲盒销售则是以“饥饿营

销”手段刺激消费，容易导致消费者为

了获得限量款盲盒而冲动消费，并因超

量购买造成无谓的食品浪费。

倡导节约粮食，反对餐饮浪费，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消费

风尚。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食品浪费法》正式实施，明确要求

餐饮服务经营者自觉抵制食品浪费，提

示消费者适度消费，必要时采取措施防

止消费者浪费；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

超额消费，造成食品浪费。中消协认

为，肯德基作为食品经营者，利用限量

款盲盒销售手段，诱导并纵容消费者不

理性超量购买食品套餐，有悖公序良俗

和法律精神。

中消协指出，物质丰裕的社会应与

文明的精神追求相匹配，情绪价值的需

求不应建立在物质浪费，尤其是食品浪

费的基础之上。中消协倡导消费者积

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增强节约意识，

践行反餐饮浪费，选择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承担起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同时审慎看待自身

消费需求，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进行

科学理性的消费活动，共同抵制盲目消

费、冲动消费、超额消费等不良消费行

为。 （人民网）

中消协点名肯德基：

用“盲盒”诱导过度消费，应当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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