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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评选机构暗访实录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亚楠 席敏

"十大品牌#满天飞$消费者眼

花缭乱%

!)

月
"

日$新华视点栏目

曾播发报道&"十大品牌#背后的猫

腻'$初步揭开了这一市场的乱象%

形形色色的"十大品牌#究竟

是怎样评出来的(有哪些不为人知

的内幕( 评选机构又有什么背景(

记者进行了调查探访%

办证限时优惠 出厂数据可

替质检报告

广东省质监局近期公布的一

批家具产品抽检不合格名单中$有

一款名为"天使之梦#的青少年家

具产品存在"警示标识)甲醛释放

量#不合格的问题% 而该公司网站

显示$其产品获得由中国中轻产品

质量保障中心 *以下简称中轻质

保+颁发的&中国名优产品'&质量

信得过产品'&中国优秀绿色环保

产品'

4

个证书%

品牌荣誉加身$ 质量却不合

格$ 难免让人怀疑评选的权威性)

公正性% 记者发现$许多企业都曾

获得过中轻质保颁发的荣誉证书$

涉及家具)珠宝)保健品等行业%那

么$该中心到底如何进行品牌认证

呢(

记者以一家生产工艺瓷器企

业的名义致电该中心$咨询办理品

牌认证事宜% 一位刘姓女士介绍$

他们可以办理的资质认证有
23

项$如"中国名优品牌#"中国优质

产品#"全国质量信得过产品#"全

国瓷器产品质量公证十佳品牌 #

等%

记者称想办理 "中国名优品

牌#和"全国瓷器产品质量公证十

佳品牌# 两项% 刘女士称$ 每项

5333

元$ 这是截至今年年底针对

中小企业的优惠价$明年优惠政策

取消之后$会涨到
6

万元以上%

记者问如何办理( 刘女士称$

只要将企业简介)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商标注册证)检测报告等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传真或邮寄

给他们即可$他们审核通过后会告

知银行账号$企业打完款就可以拿

到证书%

记者问没有检测报告怎么办(

刘女士称$瓷器行业国家没有行业

标准的话$只需要出具一下产品出

厂数据或者同客户签订的合同$证

明你们是按照客户要求制作的就

行%

随后$ 刘女士发来了价目表)

申请表)证书样本等材料% 记者发

现$该中心通过模仿政府红头文件

的方式$给企业下发通知$要求企

业积极参加各种资质的申报%其发

来的证书样本上除了有资质名称

外 $还有编号 )防伪标识 )有效期

等% 刘女士告诉记者$证书有两张

78

纸大$采用特殊防伪纸制作$有

效期为
61

个月%

此后$刘女士又多次主动打电

话催问$并一再强调$"涉及企业的

材料就提供$不涉及的就不用提供

了% #

证书量身订制 多办还可打

折

如果说中轻质保是掏钱就能

办证的话$记者暗访的另一家机构

则更夸张$不仅没有质量检测报告

就可办理&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

产品'证书$还可以为企业量身订

制需要的证书%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名为"中

国名牌产品培育委员会#的机构也

为不少企业颁发过品牌认证证书%

该机构华南办事处一位负责人李

某在一家贸易网站上发帖称$可以

帮助企业办理包括&全国消费者放

心品牌'&全国行业十大品牌'&全

国
99

行业十大名优品牌' 等
52

个品牌证书%

记者以一家年销售额
2333

万

元的古典家具生产企业负责人身

份和李某取得了联系%李某向记者

展示了十余份落款为"中国名牌产

品培育委员会#的证书$其中广东

东莞一家家具厂就办理了&中国著

名品牌'&中国绿色环保产品'&质

量,服务,信誉
777

级企业 '

4

个

证书%

李某告诉记者$办理帖中提到

的证书只需要将企业营业执照)注

册商标和产品检验报告传真过去

即可$办理一份证书需要
:133

元$

办理
5

个以上证书还可享受七折

优惠$

;

至
65

个工作日即可办妥$

"特殊情况可以免费加急#%

在得知记者没有任何质量检

测报告的情况下$李某竟然承诺可

以办理&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

品'证书% 李某说-"没有检测报告

可以先填写我们的质量承诺报告$

在拿到 *质量监测报告+ 后再补

交% #

更为荒唐的是$他们居然可以

根据企业要求$量身订制出各类证

书% 当记者提出要办一份他们之

前从没有办理过"中国古典家具十

大品牌#时$李某欣然答应%记者注

意到$

2366

年$这家机构就曾分别

为两家红木家具企业颁发了两个

不同版本的"十大品牌#证书% 其

中$ 浙江省东阳市一家企业获得

&中国红木家具十大品牌'证书$广

东省东莞市一家企业获得&中国红

木家具行业十大品牌'%

当记者提出这样办理的证书

会不会被有关部门查处时$李某让

记者放心$ 并表示$"不会查到的.

要输入公司名称才能查#%

谎称政府背景 实为"野鸡#机

构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评选机构

往往冠以"中字头#的"协会#"中心#

"委员会#"评委会#等名号$近两年

活跃在评选"一线#的就在
63

家以

上%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类机

构往往"拉大旗作虎皮#$号称具有

政府或协会背景$有评选和认证资

质$以此来欺骗企业和消费者%

当记者问中轻质保到底是什

么性质的机构时$刘女士将网站上

的介绍重复一遍后称-"你问这个$

肯定一两天也说不清楚啊% #

中轻质保在其网站自称是原

轻工业部直属司局级单位$现为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理事单位$是不以

赢利为目的的法人机构$任务是配

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轻工行业为

主的消费产品的质量保证)质量监

督)质量服务工作%

然而$记者致电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其办公室一位人士却告诉记

者-"他*中轻质保+早不是我们的

会员单位了$ 他不是说让你交钱$

发给你一个假牌吗$这个事没经过

政府部门委托$是他们自己搞的% #

这位人士还称$中轻质保确实

在他们楼下租了办公室$ 不过$这

个楼已经不是轻工业部的主体了$

楼里很多办公室都租给了外面%

既然明知是假$ 为何不管不

问( "我们怎么管啊$ 我们是联合

会$也不是政府机构$跟我们没关

系啦% #这位人士称%

中轻质保还称其在国家工商

总局备案注册$不过$记者在国家

工商总局网站查询发现$中轻质保

在
233<

年
:

月
21

日就已经办理

了变更登记业务$其原有注册号现

为"中国蓝海投资有限公司#所有$

国家工商总局网站已经查询不到

其登记信息%中国名牌产品培育委

员会也号称在国家工商总局登记

注册$记者同样查询不到其登记信

息%

一位此前曾从事过类似品牌

评选认证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

家正规品牌认证实际上只有中国

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国家免检

产品和中国名牌$分别由国家工商

总局) 商务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负

责$ 现在都已逐步停止评选和认

证$其他打着政府部门旗号进行的

认证和评选都是不正规的$发的证

书也都不被工商质监等部门认可%

记者调查发现$福建)深圳等

地已有企业因使用中轻质保颁发

的品牌证书进行宣传而被工商部

门罚款$甚至还有企业因此将中轻

质保告上法庭%然而$电话中$刘女

士依然向记者保证$拿他们发的证

书正常做宣传没有问题$可以参加

展会挂出来$ 也可以印在包装上$

还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查询证书

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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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谢瑶

*%%(

年$李寒成为 &周口日

报'的一名摄影记者$转眼间$已

走过
*$

年的岁月% 梳理这些年

的采访经历 $李寒坦言 $新闻之

路是 "无冕之王 #光环照耀下的

坎坷之路$ 是一条考量责任)道

德的如履薄冰之路$更是一条用

信念去践行使命的神圣之路%

同行者给我前进的力量

*$

年前$李寒在新闻战线上

还是一名新兵$从最初在报纸上

的 "见习记者 #到 "周口日报记

者#$ 他经历了一段不同凡响的

磨砺 % 回想第一次拍摄新闻现

场$由于掌握不好新闻图片的拍

摄要点$拍摄的图片遭到值班总

编的严厉批评% 看到自己的作品

一次次被弃用$李寒真切体会到

了记者的不易和艰辛%

"在报社$多亏领导的关心$

前辈的指导$从他们身上我汲取

了很多的营养% 当时$田维国主

任每天都让我去资料室看报纸

学习 $开阔了我的视野 $同时前

辈们给我找来摄影书籍帮助我

提高摄影技术$没有他们的指导

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李寒说$

新闻路上$ 那么多前辈同行$是

他不断前进的力量%

镜头背后是艰辛也是快乐

"作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 $

我们是代替读者到现场了解新

闻事件$所以记者必须用有限的

镜头语言向读者传达最大的新

闻信息% #李寒说%

一张好的图片$前期需要精

密的策划构思% "记得去年冬季$

寒风刺骨$为了拍摄周口日新月

异的变化$摄影部记者爬到二十

几层的楼顶上$由于受到拍摄角

度)光线)天气的影响$这次拍摄

持续两天才得以完成% #李寒说$

说这些并不是埋怨摄影记者多

么辛苦$只是想说当你用心做成

一件事时会很快乐%

记者的经历是一笔无形的

财富

如今李寒已经调任到广告

部$但是他还一直坚持摄影的工

作%

*$

年的记者经历$李寒感慨

颇多%

"&周口日报 ' 给了我一个

很好的环境 $ 让我能够走出去

接触各行各业的人 $ 在每个人

的身上我都看到不同的人生 %

我想在 &周口日报 ' 的日子将

是我年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

因为它开启了我的梦想 / 因为

它激活了我的热情 / 因为它让

我年轻的生命变得丰富而厚重/

因为它给了我一笔不能用任何

物质与之衡量的财富 % # 李寒

说%

5678,129

!

记者 李一

读报时$极少有人留意报纸

左上角编辑的名字%不过你阅读

的新闻$早已融入编辑们的一番

心血%王依达成为文化生活编辑

已经一年多了$昨日记者问及她

当编辑的感受$王依达说 $编辑

这个工作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是

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初次接触编辑岗位$ 想象

着经过自己的 0手1$ 文字被推

敲和润色后变成了铅字块儿 $

内心顿觉一片向往 % # 王依达

笑着说$ 那个阶段也是最轻松

的$ 因为她在校对修改稿件的

时候$ 带她的老师同时也在修

改$ 将她修改过的稿子和老师

修改的放在一起 $ 对比中就会

发现她存在的疏忽与不足 $ 经

常会有一些标点的错误使用没

有看出来$ 一些冗长的句子没

有被删改简练或者标题没有被

修改的新颖等22那个时候她

真是从中领悟了很多 $ 亦收获

了很多%

"上大学我学的是新闻专

业$新闻稿的选择与修改)新闻

标题的制作)版面编辑22这些

老师在学校中讲过$也在学校里

做过练习$ 真正接触到编辑工

作$才发现不是那样简单% #王依

达说$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多

种多样$ 有过将
&+))

多字的通

讯删减到仅剩
')))

字$ 担心会

否删掉精髓的时候$有过几篇稿

件都很重要$举棋不定不知道应

该将哪篇稿件放到版面重要位

置的时候22"不做编辑 $就不

会了解一名编辑身上的细心和

责任% #王依达说%

"在常人眼里$ 编辑工作似

乎既繁琐又枯燥无味 % 因为无

论严寒还是酷暑 $ 编辑们都得

静下心来逐字逐句地阅读稿

件 %# 王依达说 $ 如果没有耐

心$ 就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不

厌其烦地完成琐碎繁杂的文字

工作% 细心同样很重要 $ 哪怕

一个字$ 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

都会影响到报纸的质量% 所以$

即便再累也得提起精神 $ 仔细

检查$ 宁可多看几遍稿件 $ 也

不能放过一个错误%

"在工作中$ 我看到了报社

编辑老师们的博学)严谨 )专业

和敬业$这也正是我今后努力的

方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优

秀的新闻从业者% #王依达说%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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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实习生

谢瑶+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

进步$新闻记者已经被越来越多

的人熟知 % 有多少人知道记者

节 ( 记者在市民眼中是什么样

的( 记者节前夕$记者在街头随

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了解大家对

记者这个职业的看法%

多数市民不知记者节

"你好$ 请问你知道记者节

是哪一天吗( #

,,

月
&

日$在市区

七一路五一广场$记者向附近的

商户询问道%

"不太清楚 $ 有这个节日

吗( #商户刘女士反问道%

"感觉有这个节日$ 但不记

得具体时间了% #商户黄先生说%

"知道$是
,,

月
(

日% 我有

个朋友是记者$所以知道这个节

日% #市民郑女士说%

"我听广播知道的记者节$以

前真没注意过% #市民王阿姨说%

在记者采访的近
,)

名市民

中$多数市民表示不知道有记者

节$三名市民知道记者节但不清

楚是哪一天$只有两名市民能准

确说出记者节的日期%

记者是忙碌的

春节合家团圆时$记者是依

然坚守岗位的一族/抗震一线忙

碌的人群中有记者的身影/暴风

雨中抢修电力线路时$与抢修人

员并肩站在一线的有记者/交通

闭塞)信息不畅 )贫困落后的地

方有记者的身影22

"记者节和护士节) 教师节

一样$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

节日之一$而且是一个不放假的

工作节日% #市民展先生是一名

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

原因$ 经常要和记者打交道$在

他眼中$记者是忙碌的% "虽然有

记者节$但是我认识的记者从未

正常休息过$他们永远身处事件

发生的第一线$哪里有新闻哪里

就有记者的身影% #展先生说%

记者是鼓与呼的旗手

媒介的多元化$让更多的市

民开始认识或者近距离接触记

者% 在采访中$有一半以上的受

访者表示通过广播)电视)报纸)

网络等了解过记者$而另一半人

则说曾经与记者直接或间接有

过一面之缘%

市民王阿姨每天都看报纸$

好多有关民生的政策法规都是

从报纸上了解的% "我眼中的记

者敢于曝光各种不法行为$捍卫

社会公平正义 $ 维护群众的利

益/ 他们还是传递爱心的使者$

呼吁大家关注) 帮助弱势群体%

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社会

奉献力量$是最可爱的人% #王阿

姨对记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记者敢于责任担当$ 还原

事实真相$记录城市日新月异的

变化$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进

步% #大学生小王打小就对记者

心存崇拜$ 填报大学志愿时$毅

然选择了新闻专业 % 他告诉记

者$自己很羡慕 )敬仰记者这个

社会角色$总是把记者和知识渊

博)正直果敢 )热情奔放联系在

一起% 记者$是为老百姓鼓与呼

的旗手% 他们用手托起正义的力

量!!!最有力 )最正义 )最让百

姓信任和期待的力量% 有事的时

候$ 记者是无私帮助的雷锋/困

难的时候 $ 记者是援手的热心

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记者是可

依赖的坚强之盾/进退两难的时

候$记者是头顶的一片蓝天.

!!!!!!

编者按! 每年的
66

月
1

日是中国记者节!

236'

年
66

月
1

日"是中国第
6-

个记者节! 记者节像护士节#教师节一样"是我

国仅有的
4

个行业性节日之一!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节是一

个不放假的节日!

今天"新闻工作者们依旧忙碌着!他们用这种方式诠释着新

闻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在记者节到来之际"本版推出$记者节"

一个不放假的节日 %专题报道"通过不同侧面反映新闻工作者

的工作状态"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甘苦#了解新闻行

业!

图为本报编辑在和记者讨论报纸稿件! 记者 王映 摄

西华县一幼儿园
%

座面包车载
.+

多个学生

西华王先生 $电话
!"#$$$$$$$$

%! 我是西华县逍遥镇东

伏岭村的村民! 东伏岭小学里有一家私人办的幼儿园" 每天上午

&

点" 幼儿园两辆核定
%

人的面包车都到附近的几个村里接小孩

上学" 面包车里面的座位都拆除了" 放的都是小板凳" 平均一个

面包车能载
.+

多个学生 " 十分不安全 ! 面包车万一出现事故 "

那么多小孩的生命安全必将受到危害!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考虑 "

希望有关部门关注此事 " 尽快查处这两辆严重超载的幼儿园校

车!

记者 李一 整理

记者点评!幼儿园$校车%超载的消息不时见诸于报端"个别车辆

超载幅度甚至达到两倍以上" 其交通安全问题着实令人担忧! 政府

各部门应建立安全监督管理机制"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

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标本兼治的局面"只有这

样"才能有效遏止学生班车超载行为"从而保护祖国的花朵健康#安

全#快乐地成长!

.+,-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网上报名结束

QRSTUVCWX

本报讯*记者 李一+昨天下午$

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

.+,-

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考试网上报名已经结

束$本周日至下周四期间 $我市报

名考生须前往周口市行政服务大

厅进行现场确认%

据了解$ 现场确认时间为
.+,'

年
,,

月
,+

日至
,-

日$届时考生须前

往指定的报考点确认报名信息$并缴

费)照相$以完成报名流程% 我市现场

确认地点为周口市行政服务大厅*汉

阳路与七一路交叉口西南角+二楼%

据介绍 $ 往届本地户口毕业

生$须持周口市*不含项城市+辖区

第二代身份证)毕业证 )毕业证复

印件*将网上报名号 )身份证号写

在毕业证复印件上面+) 网上研招

报名信息表/往届外地户口在周口

市辖区工作的考生 $ 在现场确认

时$须在本地往届考生所准备材料

的基础上$携带高等学校就业报到

证 *报到证上接收单位应为周口

市+和高等学校就业指导部门与周

口市接收单位加盖公章的就业协

议书/ 周口师范学院
.+,-

年应届

毕业生携带网上研招报名信息表)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学生证 )教育

部学信网学籍查询中打印的学信

档案即可%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提醒$经

审查符合报考条件者$现场扫描身

份证)照相)采集指纹)确认报名信

息% 证件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

予办理报考手续%

!!!!!!

日前" 几名高尔夫爱好者在市体育场高尔夫球练习场果岭上练习推

杆!随着高尔夫球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这项高雅运动

追随者! 记者 沈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