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Email:nchwb@126.com 责编/杨明哲 制作：
高彬

校对：
李纪红

12315 受理消费者各类诉求 17325 件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今年重点工作

严厉打击房地产等领域
合同格式条款侵权行为

服装鞋帽投诉高居榜首
文体娱服务投诉大幅攀升
本报讯 2018 年至今，全市
12315 系统共计受理消费者各类
诉求 17325 件……昨日，在市政
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市市场监管局对 2018 年以来
12315、12331、12365 投诉举报情
况进行通报。

12315 受理
各类诉求 17325 件
投诉 8785 件，其中商品类投
诉 7917 件，服务类投诉 868 件。
商品类投诉前五位的是服装鞋帽
1512 件；家居用品 1409 件；交通
工具 1133 件；
食品 505 件；
儿童用
品 283 件。
举报 2459 件，其中共受理商
品 类 举 报 2204 件 ，服 务 类 举 报
255 件。举报问题有广告违法行
为 1488 件，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行为 334 件，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203 件，不正当竞争行为 184 件，
商标违法行为 36 件，其他市场违
法行为 138 件。
热点问题中服装鞋帽投诉高
居榜首。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投诉量大幅攀升。家居用品类商
品投诉量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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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1 受理
投诉举报 2304 件
食品类投诉举报 2023 件；保
健食品类投诉举报77件；
药品类投
诉举报 156 件；
医疗器械类投诉举
报19件；
化妆品类投诉举报29件。
通过对全市受理的投诉举报
数据进行分析，食品仍是群众关
心和举报的重点领域。小作坊无
证生产、超市经营过期食品或标
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食品、饭店
就餐出现不适症状等。药品投诉
举报中主要为生产销售劣药，
假药
的生产和销售也有所涉及；
医疗器
械、
保健食品仍以虚假宣传、夸大
疗效为主；化妆品则以无批准文
号产品和过敏等不良反应为主。
通过对“三品一械”产品的各
环节进行分析，投诉举报大部分
集中在流通环节。流通环节与人
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易发
问题的环节，
将予以重点关注。

12365 受理
投举咨询 323 起
受理企业和消费者咨询服务

本报讯 坚决守牢安全
底线、集中力量查办一批重点
案件和大案要案、严厉打击房
地产、汽车销售行业和电子商
务等领域利用合同格式条款
侵权行为……昨日，在市政府
新闻办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市市场监管局对今年将
开展的重点工作进行发布。

183 起，咨询的主要问题是产品
质量检测、国家 3C 认证产品、电
梯年检及故障隐患、汽车三包政
策问题和属于国家其他部门范围
内的职责等。
质量申诉 98 起，投诉的重点
产品为特种设备类、机械产品、儿
童 玩 具 、计 量 类 。 打 假 举 报 42
起，举报的重点产品为建材类、汽
车配件类、食品相关产品。

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3 条热线即将整合
暂时延续原受理渠道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市 市 场
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新局整合
了原食药监、工商、质监部门职能
以及原市发改委（物价局）的价格
监督检查和反价格垄断，原市科
技局的知识产权和原市商务局的
反垄断以及原市供销社的食盐生
产流通质量监管职能。
目前，原工商局 12315、原食
药监局 12331、原质监局 12365，
仍暂时延续原各单位投诉举报受
理渠道。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投诉举报受理渠道进一步整合
后，
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本报记者 侯东杰）

3.15 读者喜爱的消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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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守牢食品药品安全。
严把食品生产流通、
餐饮消费、
药械生产流通等关键环节。
坚决守牢特种设备安
全。重点加强公共场所电梯、
大型游乐设施、旅游观光车、
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的
安全监管，
开展“三无”电梯治
理，对发现严重事故隐患及逾
期未整改的，坚决依法封停，
防范事故发生。
坚决守牢工业产品质量
安全。开展区域产品质量专
项整治，加大对清河羊绒、平
乡广宗童车、宁晋电线电缆、
南和粉条挂面、临西轴承、隆
尧方便面等区域性产品质量
整治提升。

整顿规范市场秩序

加大打击市场混淆仿冒、
虚假宣传、商业贿赂、网络不
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力度。
强化直销企业监管，加大传销
监测力度，依法从严查处传销
案件。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加大
摸排涉黑涉恶线索力度，依法
查办相关案件。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深入开展煤炭和成品油
市场专项整治，加强煤质油品
管控力度，加大抽检频次和覆
盖率，进一步提高煤炭和油品
合格率，不断提升全市散煤和
成品油质量。

净化优化市场环境
深化企业准入改革。按
照“三深化、三提升”要求，大
力推进“照后减证”，解决“准
入不准营”问题，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
壮大顾问团队、拓展顾问
渠道、完善顾问平台、健全顾
问机制，入企解难题。加强旅
游等服务领域和消费领域市
场监管，严厉打击房地产、汽
车销售行业和电子商务等领
域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权行
为。
（本报记者 侯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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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向个人及团体提供人寿、
年金、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涵盖生存、养老、疾病、医疗、身故、残
疾等多种保障范围。公司秉承“诚实守信

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为

全市人民提供保险服务。
目前，邢台分公司下设 17 个县（市）支公司、2 个市区支公司、2 个专
业化支公司，开通 24 小时服务热线 95519，为客户提供保险咨询、报案
等各项服务。公司以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实力、专业领先的竞争优势
及世界知名的品牌赢得了社会广泛客户的信赖。
地址：邢台市团结东大街 129 号
联系电话：95519

3.15 读者喜爱的消费品牌

广告

3.15 读者喜爱的消费品牌

广告

华夏房车俱乐部
一汽奔腾邢台瑞腾 4S 店是我公司严格按照一汽轿车的建店标准，集
销售、服务、配件和信息四位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公司占地 6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800 平方米，公司现有员工 56 人，所有上岗员工都经过了一汽
奔腾轿车总部的培训和考核，公司拥有一整套一汽公司指定的专用维修
设备，能为广大车主提供最专业的技术服务支持。
“用户至上，信誉第一”是我们的服务宗旨，让用户满意、为市场负责
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将严格按照一汽奔腾轿车的管理模式，用最规范
的接待、最专业的技术支持、最纯正的原厂备件为广大新老用户提供优质
的售前、售中、售后一条龙服务，来回报广大新老用户的支持和厚爱。
地址：邢台市桥东区电信大楼东 50 米路南
销售热线：0319-3900268 3900368

邢台市首家专业的集
房 车 销 售/租 赁/挂 靠/托
管、房车旅游、房车配套服
务、房车运营管理、露营地
规划及建设和信息咨询等
综合性俱乐部。
贵宾热线：
0319-3866555

好消息：三月份华夏房车俱乐部会推
出一个大型团购活动，C 型房车三十万起，
有想购买房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
华夏房车俱乐部：0319-3866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