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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出动执法人员

64000多人次

查办案件

1631起

查获案件货值

1.11亿元

办理大案要案

29起

捣毁窝点

148个

移交公安部门案件

11起

挽回经济损失

2418.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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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日

本报讯（记者 王平 实习生 侯宜坦
通讯员 邢永田）3月 11日，由河南省人民
医院、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主办的“第
三届阜外华中先心病诊治高峰论坛”在郑
州拉开帷幕，来自省内外的500余名业内
专家，就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最新理念和前
沿技术进行探讨和切磋。

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90万新生儿
有出生缺陷，其中先天性心脏病位居各种
出生缺陷疾病之首，且以每年 15万至 20
万的速度递增。“先心病发病原因与遗传、
环境、疾病、药物等四大因素有关，若不及
时治疗，极易引发肺炎、心力衰竭、感染性
心内膜炎等多种并发症。”河南省儿童心
脏中心主任范太兵说，只要早诊断、早治
疗，大多数先心病可通过手术完全治愈。

除了专家的学术讲座，特设会议现场
的“手术直播”引人关注。当天下午1点，
大会“直播”了正在省人民医院手术室进
行的单纯超声引导下经股静脉途径房缺
封堵术、经皮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等多
项心血管病治疗的手术，由该院首创的

“超声引导经皮室间隔缺损封堵术”，成
功实现了“不开刀、不用放射线”治疗小儿
先心病。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华中分中心）是“十三五”期间河南
倾力打造的 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之一
——国家区域心血管病医疗中心，项目承
建单位省人民医院正举全院之力加紧最后
施工建设，将于今年下半年建成开诊。③6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3月 10日，记
者从洛阳市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推进会上
获悉，今年该市将重拳整治大气污染和水
污染，启动实施7个生态环境建设重大专
项 ，涉 及 430 项 实 施 项 目 ，总 投 资 达
375.99亿元。

据介绍，这 7个生态环境建设重大项
目包括：实施蓝天工程，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重大专项133项；实施碧水工程，推进四河
同治，打造中西部最佳生态亲水城市重大
专项28项；实施廊道绿化提升、城郊森林
公园建设，打造环城生态防护带重大专项
10项；实施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工程，打造
美丽宜居乡村重大项目；实施尾矿库综合
整治和土壤污染修复，打造安全、和谐的生
态环境重大专项230项；持续优化能源结
构，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实现经济
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重大专项28项；规划
管控通风廊道，促进城市大气良性循环重
大专项1项。

会议提出，洛阳将以实施 7个重大专
项为抓手，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突出
重点，精准发力，七策并举治理大气污染，
四河同治推进碧水行动，植树造绿实施全
域绿化，大力开展农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努力构建生态环境建设体系，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良性循环。③3

热点 汽车及零部件

2016年全省工商系统各级12315工作
机构共受理汽车及零部件消费投诉 7947
件，同比增长21.4%，投诉总量较高、增速较
快。投诉主要涉及汽车合格证、修理维护服
务、新车质量问题等，比如店方不及时提供
购车合格证，导致汽车无法上牌等。

热点 服装鞋帽

受理服装、鞋帽消费投诉 5514 件，同
比增长 12.37%。服装、鞋帽类投诉主要
涉及质量和“三包”问题，如衣服开线、掉
色、掉毛、有异味、实际成分与标注不符，
鞋子出现开胶、断裂，遇到质量问题商家
不予退换等。

热点 家用电器

受理家用电器投诉4888件，同比增长
23.0%。家用电器消费投诉的主要问题包
括：家电质量问题，如电视黑屏、死机，空调
制冷制热效果差、噪音大等；售后服务问题，
如产品未正确安装，多次维修均未修好，以
及商家未履行三包义务等。

热点 家装家饰

受理家装家饰类投诉4043件，同比增
长13%。家装家饰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家
具和装修建材质量问题，如以次充好、以旧
抵新，材料不环保、有异味等问题；送货安装
问题，如消费者付款后，商家迟迟不送货，或
者要求送货安装另收费等。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 通讯员 陆诗秦）
3 月 14日，省工商局、省消协联合召开“3·15”
消费维权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16
年全省工商系统、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共计4615.35万元。

2016年，全省工商系统各级12315工作机
构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7.23 万件，同比增长
13.7%。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358.35万元，
同比增长55.5%。全省消协组织去年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 9273件，解决 8162件，投诉解决率
88.02%，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257 万元。
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
诉94件，加倍赔偿金额36.88万元。

省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统计显示，近年
来，百元以上消费投诉占比不断扩大，2016年
涉 及 金 额 100 元 以 上 的 消 费 投 诉 占 比 为
55.1%。2016年受理服务类消费投诉占比达
到38.7%，较2015年提升1.2个百分点。

2016年，全省工商系统12315工作机构受
理的消费者投诉中，涉及质量、售后服务、合同
的消费投诉均超过万件，分别为1.56万件、1.43
万件和1.33万件，占投诉的比重分别为21.5%、
19.8%和 18.4%。涉及广告的消费投诉同比增
长 183.4%，反映出自 2015年 9月起实行的新
《广告法》效果显著。②9

本报讯（记者 樊霞）3月 14日，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在省政府新闻发布厅召开发布
会，介绍我省今年质监打假重点及去年成
绩。据介绍，我省去年抽查各类产品120种,
抽查合格率为95.8%;首次进行缺陷消费品
召回，并在全国率先设立省级电梯应急中心，
有效维护了群众利益。

缺陷消费品召回实现零突破
“一年来，全省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6.4万多人次，查办案件1631起，挽回经济损
失 2418.23万元，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经济秩
序。”省质监局局长、党组书记李智民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

2016 年，全省共抽查各类产品 120 种
10276个批次，目前已完成9708个批次质检，
抽查合格率为95.8%，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
全年没有发生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在缺陷产品召回工作上，去年全省质监
部门监督生产企业召回汽车2万余台、童车
300余辆，实现了缺陷消费品召回零的突破，
有力维护了消费者利益。

率先在全国成立省级电梯应急中心
2016年，全省质监系统在全国率先建成

了省级电梯应急中心，在郑州、三门峡、许昌、
南阳、鹤壁、洛阳等6个省辖市建成了电梯应急
服务平台。省质监局特种设备处处长韩黎明
称，争取到2017年年底前，全省18个省辖市都
要建立电梯应急服务平台。

网络假冒伪劣治理成今年重点
在今年的重点工作中，互联网领域假冒

伪劣的治理引人注目。据悉，省质监局将以
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家装建材等为重点，
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制假售假、进行质量欺
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此外，加大对淘汰落后产能产品的执法
打假力度、加强缺陷产品召回的监管等也被
列入今年我省质量管理的重点范围。②9

共商心血管疾病防治新招

省内外医疗专家
“郑州论剑”

洛阳七大专项
再造碧水蓝天

2016年八大投诉热点发布
□本报记者 王冠星

3月 14日，省工商局发布2016年全省消费投诉八大热点。通过对全省商品和服务消费投诉数量、增减

幅度和受关注程度等方面综合分析，省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公布的2016年全省消费者投诉热点包括：汽

车及零部件、服装鞋帽、家用电器、家装家饰、手机、网络消费、美容美发洗浴服务、体育健身服务等。

热点 手机

受理手机消费投诉 3917 件。手机消
费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手机质量问题，如
买到翻新机，或手机出现充不上电、信号不
好、没有声音、自动关机等问题；手机退换
货及维修问题，如手机在质保期内出现问
题，商家拒绝维修或迟迟不予退换,手机多
次返修仍无法正常使用,消费者购买了碎
屏保险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维修服务。

热点 网络消费

受理网络消费投诉1691件，同比增长
54.6%。网络消费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广
告问题，如商家使用绝对化用语、虚假宣传
和广告语引用没有出处等；商品质量问题，
如商家销售假冒伪劣、“三无”产品，实际商
品与图片不符、不符合相关质量标准要求
等；网购后售后服务问题，如经营者不予退
换货、未按时发货、不予维修等。

热点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受理美容、美发、洗浴服务投诉 3338
件。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合同问题，如强
迫消费者购买预付卡，商家提供的服务内容
与消费者购买的预付卡不一致；售后服务问
题，如消费后商家乱扣费，随意变更商品价
格，商家关门或搬迁无法继续提供服务；质
量问题，如商家使用劣质的美容美发产品，
导致消费者皮肤红肿、过敏等。

热点 体育健身服务

受理体育健身服务投诉1423件，同比
增长97.9%。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预付费
侵权，如消费者办卡后无法正常使用，办卡
押金不退，商家私自为消费者开卡，商家私
自变更会员卡的使用期限及余额，消费者
因工作调动等原因申请退卡遭商家拒绝，
以及商家关门等；经营者未提供适合的服
务场所和设施等。②9

2016年全省工商系统和消协组织

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4615.35万元

挥动“质检利剑”抓好质量监管

今年我省将严打网络售假行为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本报通讯员 刘勋

梦想，总是这般在力量的汇聚中，
照进现实，绽放光彩。

芒砀山成功晋级，是永城市凝心
聚力，合力创建的结果；是旅游系统认
真督查、积极指导的结果。如今，芒砀
山正全力加大供给侧改革，围绕全域
旅游目标，从单一的文化观光性旅游
企业向文化观光、休闲度假、乡村生态
体验、养生康体、研学于一体的旅游目
的地方向发展。

大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人文历史
资源外，芒砀山自然景观也美不胜收，十
几个山峰连绵起伏，景色宜人。依托这
些自然资源，芒砀山建起了集科普教育、
观光休闲于一体的芒砀山地质公园。

同时，傩舞表演、蔬果采摘、农业
观光等其他旅游业态也已初具规模。

围绕全域旅游发展，永城市的视
野不仅局限在旅游产业本身，而在于
透过旅游这个综合型载体，统筹区域
发展、城乡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目前，芒山镇参与旅游的
商户达 300余家，直接从业人员 6000
余人，2016年旅游推动经济增收1.2亿
元。实现了农村剩余带动力的有序转
移，提升了农民素质，加大了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步伐。景区长年推广宣传的
“中华九礼”，被游客给予甚高赞誉，在
促进感恩与贤孝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发
挥了引领作用。

创建的成功，将加速以“三大支
点”为主题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形成
芒砀山、陈官庄、日月湖“金三角”黄金
旅游线，为进一步形成永城市大文化
产业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持续建设开发绝不松懈

2017年，永城市将全域旅游发展
资金纳入市财政预算，每年最低投入
不少于1个亿，优先支持旅游交通等基
础设施建设，并将持续改善基础设施
建设。对S201省道进行拓宽改建，建
设高铁至景区景观大道，沿涧河至高
铁站建设旅游专用线，建设循环水系。

另外，一大批文创项目将在芒砀
山落地。景区将利用原来的工业水泥
窑，开发民宿、餐饮、攀岩等工业旅游
项目。利用原有的陶瓷厂工业遗址、

夫子崖村等地，开发文创项目，主要发
展以河南民间手工艺、汉服、汉宫系列
艺术品的创意研发、销售等产业。计
划中，芒砀山还将加快温泉酒店、汉文
化主题餐厅等项目的推进力度。

目前，芒砀山已与全国旅游集团20
强之一的上海景域国际旅游运营集团合
作，引进人才、借力取经、扩大宣传营销。

后5A时代势不可挡

蓝图绘就，腾蛟起凤。芒砀山旅
游区阔步发展势不可挡。

它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永城市

境内，从郑州乘高铁至永城北站，仅需
一个小时左右，从南京、济南出发，两
个小时直抵永城北站。而在如此大的
范围内尚无高端休闲养生度假的景
区。如今在永城市形成了一个 5A级
高品位的旅游度假区，周边有近4个亿
的人口资源，市场潜力巨大。

芒砀山旅游区交通便捷。连霍高
速、济祁高速、郑徐高铁在芒砀山都设有
出站口、距离景区分别为0.5公里、4.5公
里、4.5公里。高铁站去景区有旅游专线
车开通，仅需十几分钟就可到达。

“十三五”期间，永城市将初步形

成“一心、一镇、七区”的文化旅游产业
布局。以芒砀山为中心，将永城市建设
成为山水相映，文化相承，集山水旅游
观光，汉文化体验与生态农业观赏于一
体的全国知名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表示，芒砀山
成功创建为国家5A级景区，永城市将加
快成为一个“近悦远来”的幸福花园。境
内的人民感到欢悦，生活富足；远处的、
境外的人民满心向往，愿意到这里来。

旅游犹如一扇开放之窗，推开后
就有万千气象。5A芒砀山，将为把永
城市建成豫鲁苏皖交界地区的区域性
中心城市，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永城市，“近悦远来”的幸福花园
——升级5A,为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芒砀山旅游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纪实之三(展望篇)

夜晚出现神奇影像的刘邦斩蛇碑

“敦煌前之敦煌”——四神壁画

成童礼

芒砀山春季

大汉雄风大汉雄风

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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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