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22万件
去年，省市场监管局 5条消费维权
热线共受理消费者诉求69.22万件

咨询

11261件
省消协共受理消费者
投诉 12544 件 ，解决
11261 件，投诉解决率
近90%，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1661.6万元46.17万件

占比
66.70%

投诉 20.09万件

占比 29.02%

举报 2.96万件

占比 4.28%

95%

此次整治行动，
全省共抽检食
品 301 批，抽查
合格率为95%

本报讯（记者 孙静）3月 13日，
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河南省商品住
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调查分析报
告》，报告显示，我省物业管理水平
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加快推动各小
区成立业主委员会成为提升物业管
理品质的关键。

省消费者协会于去年联合18个
省辖市消费者协会，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消费者问
卷调查走访活动。调查结果显示，我
省基础物业管理服务满意度整体得

分为69.2分，与一线城市相比有较大
提升空间。从各城市的物业公司管
理水平来看，新乡、郑州和驻马店的
小区物业评价得分位列前三名。

调查发现，业主委员会在提升
小区物业管理水平上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拥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
业主对物业服务满意度得分为 72.4
分，远高于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小
区的61.8分。

省消协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我省
居民对业主委员会的功能和作用认

知还不够深入，全省仅有四成小区成
立了业主委员会。调查显示，业主自
治意识薄弱和自治制度不完善是业
主委员会未成立的主因，有近一半的
受访者表示不了解业主委员会，或表
示业主自行组织存在困难。

省消协建议，有关部门要积极
引导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加强业
主对公共财产的自主管理意识，同
时重视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加
强指导和培训，充分发挥其在物业
管理中的积极作用。③4

□本报记者 孙静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
际，省市场监管局围绕“信用让消费更
放心”这一主题，举办了“企业畅通消
费纠纷绿色通道”座谈会、“双随机、一
公开”市场监管抽查等系列活动，并于
3月14日发布全省消费维权情况。如
何营造更为诚信的消费环境，以信用
体系建设刺激消费潜力释放，为全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新动能，成为消
费者、企业与监管方共同关注的话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
来越注重消费过程中的体验，因而对
商家在产品推广、售后服务等方面的
信用度也越来越重视，更愿意为信得
过的产品和服务付费。”省市场监管
局党组书记马林青说。

在省12315发布的消费分析报告
中，有关预付式消费的诉求成为热
点。“预付式消费省去了每一次付款
的麻烦，同时降低了整体价格，但更
为重要的是，消费者愿意基于对商家
的信任而消费。”省12315指挥中心负
责人宋环英认为，预付式消费问题的
增多，从侧面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愿意为信用买单，也提醒企业应该
更加注重信用的维护。

信用意识体现在大众日常消费
的各个环节。“网上购物先看店家几
颗星，吃饭前要到网上看看用户评
价，已经成了我们的消费习惯。”90后
消费者吴建军的话反映了多数年轻
消费者的心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
多，对“权威”“品牌”的依赖正逐步减
少，基于群体评分产生的信用值，成

为他们花钱的重要参考。
在省市场监管局 3 月 14 日公布

的消费维权大数据中，一个变化令人
欣喜：2018年，我省网络购物投诉量
为 8522件，较上年减少 576件，在保
持多年的快速增长后，网购投诉量首
次实现下降。

“我省网购环境的总体向好，得
益于网购平台信用体系的建立完善
和监管力度的加大。”宋环英说，调查
发现，我省电商在落实《网络购买商
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等方面
力度普遍较大，企业主体的信用意识
逐步增强，“面对纠纷时，大多数商家
都愿本着信用优先的原则，与投诉者
达成和解。”

目前，在监管部门的推动下，我
省已有458家企业申请成为在线消费
纠纷解决（ODR）企业，实现在 12315
网络平台上与消费者“面对面”解决
问题。“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只有
大力推动形成良好的信用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愿意消费，企业
才能拥有更大的市场。”郑州某百货
公司公关部负责人说。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去年受理的
消费者诉求中，咨询、投诉和举报的
占 比 分 别 为 66.70% 、29.02% 和
4.28%，大多数消费者愿意通过沟通
解决问题，这对企业信用维护无疑是
一种正向助力。

“去年，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达 20594.74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0.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
升到了 60%左右，省市场监管部门将
继续加强对信用体系的建设，刺激消
费潜力的释放。”马林青说。③8

先看信用再消费成为习惯

有业主委员会 住得更舒心

3月 14日，平顶山市卫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进社区开展消费维权宣传活动，设立咨询、投诉台和真假
商品台，现场为消费者答疑解惑，让消费者提高警惕，增强消费维权意识。⑨3 高鸿勋 摄

本 报 讯（记 者 孙 静）为 迎 接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到来，省
市场监管局于 2月 20日至 3月 12日
在全省范围内举行“双随机、一公开”
市场集中整治行动，于3月 14日公布
检查结果。在随机抽查中，我省“三
小”食品抽查合格率达95%。

“这次检查是省市场监管局成立以
来首次开展的覆盖生产、流通及消费环
节的综合性检查。”省市场监管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本次检查对象主要集中于
易发生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小作坊、小
食杂店、小餐饮店（“三小”门店），以及
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书包、玩具
等生产经营市场主体，共随机抽取
21563户市场主体作为检查对象。

截至3月 12日，省市场监管系统
共出动执法人员近 6.2 万人次，检查
发现存在突出问题或风险隐患的生
产经营单位 1087 家、存在生产假冒
伪劣产品的企业 1家；监督抽检食品
301批，发现不合格食品 15批，抽查
合格率为 95%。围绕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共下达责令改正
通知书2536份。

“本次检查结果将记于企业名
下，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河南）上公示。”该负责人说。③4

全省两万余市场主体
接受随机检查

8201.45万元
去年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及省消协共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8201.45万元，同比增长13%

我省消费者投诉量较多的领域
主要集中在 10个方面

●食品保健品

●服装鞋帽

●交通工具

●家用电子电器

●网络消费

●文化娱乐服务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餐饮住宿服务

●停车收费

●电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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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 14日发表《2018年美
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
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
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屡
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分
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
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
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不
得人心，全文约 1.2 万字。美国侵犯
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 3 月 13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人
权报告》，继续对世界上 190 多个国
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蔑，
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置
若 罔 闻、视 而 不 见 。 如 果 人 们 对
2018年美国的人权状况稍加检视便
不难发现，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
政府，其人权纪录依然是劣迹斑斑、
乏善可陈，其奉行的人权双重标准昭
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 年美国共
发生涉枪案件 57103件，导致 14717
人死亡、28172 人受伤，其中未成年
人死伤 3502 人。2018 年美国发生
94起校园枪击案，共有 163人伤亡，
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击案数量最多、
伤亡最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沦为贫富
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美国 1%
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国 38.6%的财
富，而普通民众的财富总量和收入
水平持续下降。近半美国家庭生活
拮 据 ，1850 万 人 生 活 在 极 端 贫 困
中。非洲裔的贫困率是白人的 2.5
倍，失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 2 倍
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移民政策致
使骨肉分离。美国政府 2018年 4月
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导致至少
2000 名移民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
边境执法人员虐待、性侵未成年移民
案件数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司空
见惯。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 24小
时运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民的电子
邮件、脸谱网消息、谷歌聊天、Skype
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退出联
合国人权理事
会。《大西洋月
刊》网站的报
道文章分析认
为，美国此举
最阴险的意图
是为了防止自
身受到侵犯人
权的指控。

□文/图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书贞
许俊文

他深耕基础教育近 40 年，斩获
教育“心经”无数；

他是郑州教育的“掌舵人”，时刻
思考并实践的是“立德树人这盘棋咋
下好”；

他，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
教育局局长王中立。今年全国两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团审议时，
要求河南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保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
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3 月
11日，第五期《总编有约》邀请到王中
立，从学前教育、乡村教育、高等教
育、家校共育等方面全新解码河南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郑州模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
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眼
下的问题是公办幼儿园难进，民办

幼儿园太贵，这种尴尬让不少家长
感到“糟心”。

“今年，郑州将新增 12班规模的
公办或公办性质幼儿园 100所以上，
我们会大力提高公办幼儿园学位占
比。”王中立说。另外，郑州市教育局
还将推动出台《郑州市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办法》，解决今后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问题。

针对家长们普遍关注的“家校共
育”话题，王中立表示，将加大家长学
校建设力度，帮助家长给孩子系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

国新办发表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时间 3月 11日

地点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国两会《总编有约》新闻会客厅

主持人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编辑 孟磊

媒体嘉宾 新浪网执行总编辑 孟波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 王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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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孩子享受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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