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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县税务局

举办“税务之声”
“ 唱红歌 颂党
恩”管乐演奏会
最近袁 虞城县税务局创新税收宣传
方式袁在大虞春秋文化园举办野税务之声冶野唱红歌
颂党恩冶管乐演奏会袁积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尧税
收宣传与地方文化活动有机结合遥
演奏会中袁该局税务干部朗诵叶70 年税务变
迁曳袁 向群众讲述 70 年来新中国税收改革发展历
程袁讲述税务人从党史中汲取前行力量袁让初心融
入血脉尧把使命扛在肩头袁展现了税务人的执着坚
守与责任担当袁提升了税收宣传热度遥整场演奏会
用润物细无声的音乐力量提升宣传热度和税法遵
从度袁让税收宣传野暖人心冶野入人心冶遥
据了解袁为了提高税收宣传实效袁虞城县税务
局围绕野税收惠民办实事尧深化改革开新局冶的主
题和野税收的温度冶品牌袁主动加强同地方党委尧政
府及宣传部门的沟通汇报袁 把税收宣传活动主动
融入地方宣传的野大盘子冶袁开展多项税收宣传月
活动遥同时袁为切实落实好 2021 年野我为纳税人缴
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冶的各项举措袁虞
城县税务局以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袁 着力解决纳
税人缴费人的涉税费堵点尧难点尧痛点问题袁让便
民办税野春风十里袁四季常吹冶遥
渊耿瑞雪冤

花开课堂童心向党
献礼百年共享成长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袁 郑州市金
水区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丰二社区联合辖区韵康
幼儿园共同开展了为党献礼的手工制作以及党史
故事学习活动遥
在活动现场袁孩子们通过手工制作党徽袁剪贴
和平鸽袁借助超级黏土尧卡纸气球等工具袁在社区
志愿者以及老师的引导下袁 充分发挥个人想象力
和主观能动性袁制作出一幅幅精美的作品袁通过作
品表达着对党的热爱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
周年的祝福遥
此次活动提升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袁 让每个
小朋友都能参与其中尧乐在其中袁使他们对共产党
有了初步的认识遥
渊罗梦雅冤

义马市常村路街道办事处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企业早
日投产
野企业设备调试生产准备怎么样了钥
对营商环境还有什么意见建议噎噎冶近日袁在河南
千秋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设备调试阶段袁 义马市
常村路街道党工委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企业负责人
投产准备情况遥
河南千秋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醇
基燃料及 600 吨 DMAP 项目袁 总投资 2.68 亿元袁
占地 56 亩袁是义马市委尧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业
项目遥作为项目引进单位袁该街道党工委积极落实
主体责任尧纪工委扎实落实监督责任袁围绕野六稳冶
野六保冶任务落实情况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袁助力企
业早日投产遥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袁 该街道党工委成立科级
干部服务队伍袁为项目建设当好店小二袁做好服务
员袁从审批尧用地尧环保尧安全等方面提供全方位跟
踪服务袁协助企业不断加快施工进度袁仅仅不到一
年时间袁就顺利完成了建设安装工程袁达到了竣工
试产条件遥
5 月 17 日袁河南千秋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年
产 2 万吨醇基燃料及 600 吨 DMAP 项目举行了
隆重的投产仪式遥在投产仪式上袁该街道党工委负
责同志表示袁将继续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袁
及时帮助解决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尧 阻碍企业发展
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袁全力支持企业做优做强遥
渊郭富强 赵娅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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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的王女士向宁波市消保委诉
称袁 自己的孩子目前就读小学
三年级袁现在班级流行野文具盲
盒冶袁为了抽取到某一个隐藏款
送人袁 孩子居然连续购买了 24
支笔的套装 20 套袁总价 2000 余
元袁已经完全成瘾遥 浙江省宁波
市消保委还接到数起咨询及投
诉袁为了抽中小概率的特别款尧
隐藏款尧限量款袁孩子频频向家
长索要零花钱用于购买盲盒商
品袁导致精神恍惚影响学习袁甚
至产生家庭矛盾遥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
现袁各种野文具盲盒冶在北京的
小学生中也在悄然流行袁 中性
笔盲盒尧 橡皮盲盒尧 修正带盲
盒尧胶带盲盒尧印章盲盒尧多款
文具集合幸运盲袋等 野文具盲
盒冶的价格比普通文具贵上 2-3
倍袁 但还有孩子为抽到盲盒中
的隐藏款不惜花费上千元袁这
也引起了老师尧 家长和社会的
担忧遥

调查
“文具盲盒”
为“隐藏款”重复购买
家长担忧引发学生过度消费
有调查显示袁拆盲盒带来的惊喜正风靡年轻一代袁国内盲
盒行业市场规模预计 2021 年将突破百亿元遥
在淘宝中搜索关键字野文具盲盒冶袁北青报记者看到袁共有
得力尧晨光尧yoofun/优凡文具尧三年二班等数十个品牌袁3700 多
个产品网页遥 其中部分产品标注着野99%的小朋友都要买冶野包
含隐藏款礼盒冶等广告语袁还配有各种店家打开盲盒抽中隐藏
款的视频遥
北青报记者在西单某商场地下一层书店看到袁各类野文具
盲盒冶占据门店显著位置袁柯南尧哈利波特尧复仇者联盟等深受
孩子们喜爱的人物形象袁都被印在了野文具盲盒冶的包装上袁还
印着大大小小的问号和野惊喜连连冶等字样袁花花绿绿种类繁
多袁一支盲盒笔基本售价在 3.5-6 元不等袁文具集合盲袋售价
则为 15-40 元不等袁前来购买的学生络绎不绝遥
书店工作人员表示袁野文具盲盒冶销量不错袁越是新到的产
品越受欢迎袁有同学每天都会来转转曰淘宝店家也表示袁有家长
为满足孩子的需求袁甚至一次下单把一整套都购买下袁以免孩
子反反复复买相同款遥
文具盲盒如何在学生中流行起来的钥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袁
有的同学为了得到隐藏款袁在网上和各家文具店买买买袁前后
花了 500 多元遥购买中难免有重复的文具袁她便把不喜欢的笔尧
尺子尧胶带尧本子等文具送给其他同学遥 野我被同学送了一支印
着卡通图案的笔袁这种笔与普通文具不同袁大家都想得到不同
的颜色和图案冶袁 一位四年级小学生孙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袁
野我渐渐也喜欢上耶文具盲盒爷袁总央求妈妈给我买新出的款袁第
二天可以到学校和同学们一块交流遥 冶
盲盒里面的文具真的物超所值吗钥 例如一个晨光野林深不
知处冶野与子说冶联名盲盒文具套装袁包含一支中性笔尧替芯一
支尧便签本一本尧胶套本一本尧荧光笔一支袁售价 7.8 元遥 看起来
文具盲盒并不贵袁孙同学表示袁但她买野文具盲盒冶只想得到心
仪的款式袁与文具本身无关遥 实际上开学时家长已经给准备了
足够用的文具袁新买的盲盒里有些文具根本用不上遥 野便利贴尧
印章尧尺子之类的文具袁一开始抽到重复产品还会送人袁后来大
家都有很多了袁送同学都没人要遥 每次到了文具店还是想买一
袋拆拆看遥 冶她吐露了自己的矛盾心理遥
对于孩子沉迷 野文具盲盒冶袁有家长感到担忧袁文具盲盒过
度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袁令孩子不能专注于学习遥 野盲盒冶在成
人中大行其道袁很多成年人尚且控制不住袁对于自控能力差的
孩子更是如此遥 有孩子除了用零用钱购买袁甚至和同学借钱购
买袁着实令人担忧遥
还有家长认为袁文具本应被使用袁而不是被收藏的遥 野文具
盲盒冶的属性是文具袁但其畸形的吸引力袁正在推动孩子过度消
费袁养成浪费的坏习惯遥一位五年级小学生家长说袁自从孩子喜
欢上文具盲盒袁短短半年时间袁家里书桌的抽屉尧柜子里已装满
文具袁仅中性笔就有一抽屉上百支袁一学期最多用掉 10 支袁剩
下的肯定会是一种浪费遥
分析
“买买买”
过度包装和营销引发
“上瘾”
攀比心理容易导致孩子
盲盒经济一路走高后袁从玩偶盲盒到机票盲盒之后袁有网
友曾调侃道野万物皆可盲盒冶遥 相同的盒子中放置不同的商品袁
消费者事先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哪一款袁但有一定概率能够抽
到自己心仪的商品袁这种叫野盲盒冶的消费让人野买买买冶停不了
手遥
盲盒为何如此畅销钥 有哪些潜在消费陷阱钥 盲盒走红不是
偶然的袁商业的过度包装和营销是诱因 遥 北青报记者看到袁有
野文具盲盒冶在产品上标注野99%的小朋友都要买冶野包含隐藏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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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盒冶等广告语袁还配有各种店家打开盲盒
抽中隐藏款的视频袁 存在过度包装和营销
的嫌疑遥
宁波消保委分析认为袁 孩子本身并非
真正喜欢或者为了该款产品的实用功能而
买单袁 而是因为在他们学校拥有隐藏款或
者稀有款的同学袁 就拥有了在同龄人中的
话语权遥 同学之间的社交因为盲盒而发生
了变化遥 孩子想要被别人认可和喜欢的心
理可能比成年人更强烈也更单纯遥 当学习
成绩的提升路阻且长袁 他选择了一条最为
轻松的捷径袁就是拥有最稀有的文具盲盒袁
并用其来交换友谊袁交换话语权遥
还有专家分析袁 由于盲盒包装的特殊
性袁 容易导致消费者和生产者 野信息不对
称冶袁加之盲盒分为普通版和隐藏版袁可能
引起孩子的攀比心理袁导致孩子购买和使用该类产品容易野上
瘾冶遥
提示
认清盲盒具有不确定性
防范商家营销套路
中消协早前曾发布消费提示袁青少年群体好奇心强尧喜欢
攀比尧消费观念尚不成熟袁容易为盲盒野上瘾冶袁有的甚至为了抽
要为买到只有 1%甚至概率更低的
中野隐藏款冶而直接野端箱冶要要
商品袁将上百个盲盒全部买下遥盲盒与普通商品相比袁具有很强
的信息不对称性袁 消费者只能依靠商家的广告宣传来选购袁这
就很容易被商家的夸大商品价值尧虚构中奖概率尧颜色款式不
符等虚假宣传所误导遥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袁要认识到盲盒具有不确定性的本
质袁认清并防范商家过度营销的套路袁切勿跟风与攀比曰要结合
自身经济能力尧消费需求和兴趣爱好等袁量力而行尧理性消费遥
购买盲盒时袁要尽量选择信誉高尧口碑好尧售后服务完善的商家
进行交易遥
6 月 1 日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叶儿童用盲盒消费提示曳袁提
醒盲盒可满足儿童的好奇心理袁因此近年来在儿童和青少年中
极为盛行遥由于消费者购买时无法直观地辨别盲盒内产品的质
量袁因此袁消费者应看包装尧留凭证袁避免买到不合格的产品遥
专家提醒袁 家长应引导孩子购买儿童盲盒不要过分沉迷尧
野上瘾冶遥 在购买盲盒时家长应引导孩子结合经济能力尧消费需
求等量力而行袁不要过分沉迷尧避免成瘾遥
内存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 2021 年
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6 月 1 日袁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 2021 年儿童和学生用
品安全守护行动遥此次行动将以儿童玩具尧儿童餐饮具尧儿童护
具尧儿童服装尧儿童家具尧学生文具尧学生灯具尧学生校服等社会
高度关注尧与儿童安全健康密切相关的产品为重点袁围绕涉及
质量安全的关键指标袁组织质量监督专项抽查遥
与此同时袁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流通领域野三无冶产品
专项清查及野网红玩具冶等产品打假专项行动袁坚决取缔野黑工
厂冶野黑窝点冶野黑作坊冶袁积极发现问题袁反溯生产源头袁严厉打
击销售假冒伪劣玩具等违法行为袁适时公布典型案例袁震慑质
量违法行为遥
本次行动还将加强儿童用品的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袁提升
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曰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帮
扶野巡回问诊冶袁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曰健全标准体系袁开展
对标达标提质行动曰充分发挥部门联合作用袁形成质量安全社
会共治格局遥
渊据北京青年报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