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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朱柏玲报道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完成为期三个月的化妆品“线上净网线
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工作，下架了违
法宣称医疗用语化妆品10个品种。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此次风险排

查期间，各区、县（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辖区内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化妆品网络销售者摸清了底
数、建立了清单台账；督促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建立并执行平台内化妆
品经营者实名登记。市、区两级市场

监督管理局通过采取行政约谈、现场
检查、电话核查、网上留言问询等方
式，完成了47家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
和270家平台内（其中淘宝179家、天
猫7家、阿里巴巴72家、京东9家、苏
宁易购3家）化妆品经营者的风险排

查处置工作。通过风险排查，督促了
1家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注销、3家化
妆品电子商务平台完善 9 项相关制
度，“净网”下架了违法宣称医疗用语
化妆品10个品种、标签标识不符合规
定的化妆品1个品种。

10种违法宣称医疗用语化妆品下架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胡婷婷报道 进入 9 月后，辽宁
持续保持晴晒模式，各地气温攀升，
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重新回到了
30℃以上。不过，受华北低涡的影
响，从9月4日夜间开始，新一轮降雨
已经拉开了序幕，尤其是大连地区出
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周六
台风“玲玲”影响辽宁，中东部地区将
有大风大雨。

今日白天，本溪、丹东还会有小

雨，其他大部分地区降水暂时告一段
落。沈阳白天主要是多云天气。

明日开始，辽宁全省将受到台风
“玲玲”的影响。辽宁省气象台专家
介绍，今年13号台风“玲玲”9月2号
早晨在菲律宾东部海面生成，昨日早
上已经加强为强台风，早上6时中心
位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东南方向。
预计“玲玲”逐渐向偏北方向移动，将
于7日进入黄海南部，并继续北上向
朝鲜半岛西部到辽宁东南沿海靠近。

台风影响辽宁的时间主要在明
日白天到夜间，它途经辽宁时还会有
冷空气东移加盟，将给我省中东部带
来大风大雨。沈阳明日白天大部时
间以多云为主，傍晚前后开始受台风

“玲玲”登陆后的影响风力有所加大，
但降雨不会很明显，充其量在沈阳地
区的东部和北部有雨，雨量还不大。
不过，周末要出行的市民要多关注天
气预报，了解台风动向，安排好出行。

9月8日，“沈马”开跑，沈阳当天

没有降雨，风也不大，还是非常适合
跑步的。

温度方面，受到连续降雨的影
响，全省各地气温明显回落，今明两
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 24-29℃之
间。沈阳今日最高温 27℃，最低
温19℃。明日气温进一步下滑，最高
温 27℃，最低温 20℃。周日最低温
下降至 24℃，最低温只有 15℃。早
晚室外还是比较冷，建议大家早晚出
门最好带上件长袖。

台风“玲玲”明日将带来大风大雨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朱柏玲报道 不要轻信“无糖、低
脂、素馅”等宣传，谨防“保健”月饼，
因为国家相关部门从未批准过保健
类月饼。

中秋佳节将至，辽宁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中秋节月饼消费提示。

消费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月
饼，并留存购物凭证。查看其标签是
否包含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

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
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
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
代号等方面内容。不要购买或食用无
标签或标签信息不全、内容不清晰，掩
盖、补印或篡改标示的产品。

选购时，还要注意食品的营养标
签，营养成分表至少应标出能量、蛋白
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的含量及其
占每日所需营养素参考值（NRV），消

费者可根据营养素参考值和自己的身
体状况选择食用。此外，多数月饼中
的能量、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较高，不宜
过量食用，否则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特
别是老人、儿童、肠胃功能弱者。食用
月饼前要注意观察月饼外观是否正
常,有无异味、霉变等现象，一旦发现
异常应停止食用。

提醒消费者要谨防消费陷阱，不
要轻信“无糖、低脂、素馅、不添加香

精、不使用色素、不含防腐剂”等宣传，
特别要谨防所谓的“保健”月饼，国家
相关部门从未批准过保健类月饼。对
待促销打折月饼一定要按需要理性购
买，不要被所谓低价、促销迷惑，要对
这些活动赠送的物品的真实性及打折
情况谨慎对待，以免掉进陷阱。

消费者如果发现生产经营月饼
的单位及购买的月饼存在食品安全
问题，可拨打12315进行投诉和举报。

别信“保健”月饼 国家从未批准过

2.5 折封顶！
羊绒，珍贵的纺织原料，

国外称其为“纤维的钻石”，
“软黄金”！如此大手笔的优惠

幅度只有在沈阳第二届“暖冬羊绒节”才
能体验到。全场80%的羊绒产品售价都
在二三百元左右，折扣幅度可谓惊人。以
一款原价1980元的羊绒衫为例，此次活
动仅售198元，原价近千元的羊绒裤仅售

280 元！原价 526 元的羊绒裤仅售
98 元（每天限量 60 条）！价格为

198 元、298 元、380 元的精
品 羊 绒 衫 更 是 不 胜

枚举。

不吃亏 比价格 比质量 比款式
货 比 三 家

护腰设计：
加厚中老年羊绒裤，绒毛护腰护膝防

透风贴片。

中老年羊绒裤 加厚护膝护腰羊绒裤 羊绒衫/羊绒开衫

部分热销产品

羊绒衫工厂直销，到场三重惊喜三重惊喜

凡到现场扫码转发微信好友的顾客即送高档丝巾一条。

活动时间：
9月6日—15日
（每日9：00-17：00）

活动地址：
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辽宁日报大

厦一楼）沈阳市科学宫对面
咨询热线：024-31012622
乘车路线：

169、173、188、109、126、152、282、
166、 139、 214、 130、
251、291、238、333、
334、

地铁二号线市图书馆
站B出口

鄂尔多斯内衣、荣恒羊绒厂家直供，比款式，比质量，不满意就退货

第二届“暖冬羊绒节”辽宁日报大厦今日开抢！

一重礼：凭本报到现场任意购物（不限金
额）即送高档丝巾一条（前100名）;

二重礼：一次性购物满500元以上赠送价
值688元羊绒披肩一条；

三重礼：一次性购物满1000元以上赠送
指定羊绒大衣或羽绒服2选1。

本次展会所售的羊绒制品为何能够如
此低价？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当下，品质
较好的羊绒衫价格都比较昂贵，2000元以下
的已经很少见。

很多品牌羊绒衫经过层层经销商，加上

销售环节各种成本，标价千元以下的中高级
产品非常少且品质不一。荣恒品牌羊绒制
品有限公司是厂家直接供货，将中间商的利
润让利于消费者，价格接近于当地的采
购价。

揭秘：真羊绒制品为何如此便宜？

走访了沈阳多家商场发现，沈阳第二届
“冬暖羊绒节”即将展出的羊绒产品价格，与
市场上同质量的羊绒产品相比要低 60%以

上，购买一件衣物最多可能少花近千元。将
此价格与网上同类产品进行比较，价格上也
是丝毫不含糊，堪称成本价销售。

原产地真羊绒 全场2.5折封顶

鄂尔多斯地区优质羊绒
满足各年龄层消费需求

荣恒羊绒制品，在市场上有一个美称
——“会呼吸的羊绒衫”。荣恒羊绒衫采用
鄂尔多斯地区的优质山羊绒，经过 18 道工
艺，采用16针或更细的18针横机配以48支
双股或 68 至三股纱进行生产。因此，羊绒
衫手感丝滑，亲肤性好，不扎手，具有强透气
性，羊绒衫品质十分出色。

沈阳第二届“暖冬羊绒节”上的羊绒产品
均是鄂尔多斯地区的优质山羊绒身上产出的，
山羊绒细度在13微米至15.5微米之间，长度
要求超过6.5厘米。这种规格的山羊绒自然卷
曲度高，在纺纱织造中排列紧密，抱合力好，是
羊毛的1.5至2倍，保暖性极好。

原价：526元/件

直供价：98元

原价：986元/件

直供价：198元

原价：980元/件

直供价：98元

超价换购：全场任意购物不限金额+19元即得价值688元羊绒披肩一条
超值特惠：原价1980元的羊绒衫特惠价198元（买2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