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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信用让消费更放心”主旋律
打响全年消费者权益保卫战
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冯雅琴 曹富英

2019 年 3 月 15 日是第 37 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
的消费维权年主题为“信用让消费更放心”。这是全社会
对消费领域信用体系的呼唤，也是消费者对放心消费环境
的期盼，更是市场监管部门为之奋斗的目标。
过去一年，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富阳区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紧紧围绕“品质消费、美好生活”年主题及
“放心消费在富阳、服务都市新城区”行动工作要求，全面
落实浙江省新《消法》，确保我区市场秩序和消费安全环境
稳 定 向 好 。 全 年 共 受 理 各 类 信 访 5881 件 ，同 比 增 长
33.42%，办结率 99.66%，满意率 99.81% ；共办结各类案
件 940 件，罚没款 1298 万元，移送公安机关 10 件。
“ 五联
动全力打造放心消费新城区”工作获杭州市副市长陈新华
批示肯定。
消保委、
城西市场监管所联合五小开展
“我眼中的 3·15”
手抄报活动

加大处置力度
提升群众满意度
随着全国 12315 互联网投诉平台的开通及举
报热线整合归口到区长电话 12345 一门受理，投诉
渠道更加便捷，消费投诉总量也呈上涨趋势。为
进一步做好“降总量、提质量”工作，区市场监管局
及 时 修 订 完 善 了《投 诉 举 报 处 置 工 作 规 程（试
行）》，加强了科所联动机制与值班人员的处置力
量，开展 24 小时值守，提升 110 联动处置率，不断
提升群众满意度，有效化解消费纠纷。

凝聚社会力量
形成大维权社会治理格局
发挥委员单位的作用，加强与区政法委、法
院、信访局等单位的互动，形成大维权、大调解的
社会治理格局；引导行业组织加强自律，强化重点
企业的联络站建设，投诉和解机制深入推进；完善
扩充维权义工及专家团的力量，有效化解消费纠
纷；增强新闻媒体监督作用，开辟专栏，对严重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及时曝光，有效遏
制违法行为的发生。

丰富宣传形式
让消费维权走进每个人的心里
发挥媒体作用，回应消费诉求。通过举办新
闻发布会，通报消费维权难点、热点、新年度维权
工作重点与食品安全工作年度情况及发布典型消
费侵权案例，
呼吁全社会对消费维权工作的重视。
抓好结合，营造良好宣传氛围。以“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食品安全“双创”工作、
“ 四品一
械”百城万村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等为契机，通
过开展新《消法》现场宣讲、答复解决消费者提问、
举办相关知识竞赛的形式，促进市民对消费维权、
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了解，进一步树立起绿色消费、
品质消费的理念。

监督多管齐下
帮助消费者“找一找茬”
关注消费热点，加大对重点商品质量的抽检
力度。先后开展对食品、妇女用品、儿童用品、学
习用品、老年用品、房产建材、珠宝、化妆品、药品

区市场监管局稽查大队开展杀
白禽专项执法检查

等 的 抽 检 ，全 年 共 监 督 抽 检 3137 批 次 ，合 格 率
97.16%，
不合格处置率 100%。
切准热点开展消费调查与体验。开展“品质
消费跟我走”消费体验活动，组织维权义工对富阳
区多家综合性购物中心及我区申报的 180 多家放
心消费示范单位建设工作进行了消费体验，针对
体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相关行政部门进行反
馈，
提出整改意见。
针对重点领域及行业开展消费约谈。有重点
地开展消费约谈工作，促使相关行业及企业提高
消费投诉自行解决的能力。同时对于发现的重点
违法企业及时向职能部门移送精准线索，使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发现疑点开展消费警示。依托消费体察、
消费
体验、
消费警示等形式，
抓住时令性、
季节性、
节庆性
的消费活动可疑问题，
及时发布观点和主张，
披露点
评经营者失信行为，
全年共发布消费警示13篇。

“一打”
“一创”两手硬
全面优化消费环境
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以维
护“五大安全”为目标，开展护航食安“双创”、
“红
盾网剑”、药品“净网 2018”、
“蓝剑系列行动”、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反不正当竞争、商标侵权等
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傍名牌”、汽车
销售行业侵犯消费者权益、教育、医药行业商业贿
赂、互联网广告、互联网金融、网络传销、刷单炒
信、网络餐饮等违法行为，加强房地产行业乱象、
教育培训机构监管力度，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树立执法权威。
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建设”活动，全年共
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店 133 家，无理由退货单位 164
家，放心餐饮店 22 店，放心网店 15 家，放心民宿 4
家，放心药店 14 家，放心农贸市场 3 家，放心示范
区 1 个，放心景区 1 个。通过“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的创建，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
满意度明显提升。
今年，区市场监管局、区消保委将深化“放心
消费”创建与专项整治工作，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聚焦民生热点，切实开展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年主题活动。抓好维权队伍
自身建设，
提高工作效能。

龙门市场监管所为古镇食品经营户、
维权义工代表开展食品安全专题培训

相关链接

2018 年消费投诉的热点、难点
1.网络消费投诉井喷式增长
随着全国 12315 网上交办系统的开通，
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的进驻富阳，加之网上
购物成为人们消费的一种新方式，网络交易
规模高速扩张。与此同时，网购投诉也迅猛
增加。除网络平台自行处理外，2017 年共
受理网络投诉 486 件，2018 年猛增至 2088
件，同比增长 329.6%，成为了消费投诉的热
门。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商品有质量问题或
有瑕疵，实物与宣传、描述不符，优惠活动规
则不明晰，
质量担保难落实等。
2.房地产投诉略有上升
由于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出
台，消费者对购房更加理性，对房屋品质及
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性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空间。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虚假广
告、宣传拓展面积、宣传投资回报及房屋的
隔板费价格，车库是否赠送、收费等问题。
相关投诉 2018 年比上年同比增长了 17.3%。
3.家居装饰、
装修投诉问题杂、
维权难
由于装修的复杂性及消费者反映问题
的广泛性，家居装饰、装修投诉仍然是维权
工作的难点，签订合同不够规范、有些装修
公司的材料质量得不到保证、装修效果不尽
人意、工期延误、虚假宣传等问题是消费者

反映的重点。消费投诉 2018 年比上年同期
增长了 10.7%。
4.汽车消费投诉稳中有降，新能源汽车
投诉成为新热点
汽车作为大件商品走进千家万户，在给
人们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
问题。消费者反映的汽车消费纠纷除了某
些汽车经销商强制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
保险、不退还续保押金和定金纠纷、合同条
款不明确外，新能源汽车作为新消费业态的
出现，相关机制还未能跟上节奏，消费纠纷
成为新的投诉热点。总的汽车消费投诉
2018 年比上年下降 14.6%。
5.保健品消费投诉仍居高位
由于部分商家的不诚信行为，导致一部
分老年人对保健品“情有独钟”，部分商家通
过宣传夸大使用保健品的功效，同时通过举
办“免费体验、聆听健身讲座”活动，利用“亲
情”服务、提供“优惠”价格或者赠送礼品的
方式，引诱老年人消费，致使部分老年人冲
动消费，事后经子女及周边朋友劝说，又出
现反悔心理，退货不成引发消费纠纷。 此
类投诉 2018 年与往年基本持平，仍是全社
会关注的重点。

共建放心消费
共促诚信经营
倡 议书
企业呼唤诚信，社会需要诚信。2019 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信用让
消费更放心”，这是对消费领域信用体系的呼唤，也是对放心消费环境的
期盼。
为进一步营造诚信、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2019 年，富阳区市场监管局、富阳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将在全区
范围内继续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经
营者树立起诚信经营的价值观，恪守“诚实守信”精神，积极加入到放心
消费的创建活动中，推进行业、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此，在第 37 个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富阳区市场监管局、富阳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向全区各行业协会、经营者发出倡议，
“共建放心消费、共促诚信经营”
活动，
倡议如下：
1.诚实守信，信用至上。商无信不立，业无诚不远。要守法规、讲信
用、践承诺，杜绝虚假宣传和消费陷阱，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2.保证质量，诚信为本。秉承工匠精神，高质量推动发展。要杜绝掺
杂、使假，
以次充好，
确保商品质量，
不断满足消费者对品质消费的需求。
3.健全售后，高效服务。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设施。要建立健全
售后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方便快捷处理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问题
的诉求，
促进消费和谐。
4.优化环境，科学消费。发挥主体作用，凝聚共建力量。要恪守社会
公德，营造公平健康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理性消费，让消
费者敢于消费、放心消费。
5.加强自律，接受监督。完善内部机制，自觉接受监督。要将消费者
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行业、企业的重要标准，促进行业、企业建设良性发
展。
共建放心消费，
共促诚信经营！
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杭州市富阳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区市场监管局对保健品销售市场进行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