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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环境提信心 点燃消费热情
良好消费环境是提升城市吸引力的关键一环。放眼全

国，苏州、成都、西安等地都在积极营造“安全、放心、舒心、
便利”的消费环境，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苏州制定了全国首个针对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的市
级地方标准《放心消费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服务规范》，解
决“什么能退，怎么退，如何方便退”等核心问题。同时，面
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推出“吴优数贷”，为诚信经营的
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优质商户提供专项低息数字人民币
贷款。获得江苏省、苏州市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荣誉称号的
无理由退货承诺商户，可优先获得“吴优数贷”支持。

2021年年底，《四川省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三年行
动方案（2022—2024）》印发，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全面推
进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建设。成都在春熙路广场、太古里等
消费相对集中的商圈、景区、市场投放了消费市场智能服
务平台终端机，消费者可以现场投诉、建议和评价。平台
后台系统与各商家进行对接，便于商家第一时间接收相关
信息，及时与消费者协商处理，力争消费纠纷不出商圈即
可得到解决。

陕西省出台政策，支持西安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推动西安、渭南等 6个试点城市完成 35个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试点。为激发市场活力，西安市着力营造安
全、价格、质量、服务、维权“五个放心”消费环境。该市制
定印发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工作程序指导意见》，将西安
市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程序“规范化、系统化”，有效构建起
放心消费创建与经营主体发展的新纽带。③7

（本报记者 孔学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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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着力扩大

国内需求作出部署，明确“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

与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之一。2023年

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提振消费信

心”，我省通过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推

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进一步释

放消费潜力。本报特推出“3·15 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提振消费信心”报道，营造“放心消

费在中原”的良好氛围，为消费“火起来”、经济

“热起来”贡献力量。③5

□本报记者 王昺南

走进郑州居然之家欧凯龙北龙湖
店，门口两块“放心消费 公开承诺”的
牌子十分醒目，各个商户都在显著位
置摆放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牌子，商场
内三个场馆利用广播定时播放消费提
示，这是该店正在积极开展的“放心消
费创建”工作一景。

在店内处处营造放心消费的浓厚
氛围，郑州居然之家欧凯龙北龙湖店
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能帮助消费者
尽快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及时解决，
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商品。”3月 13日，
该店总经理周振坤说。

居然之家欧凯龙北龙湖店秉承
“先行赔付”“一个月无理由退换货”
“质量问题三年三包”等九项服务承
诺，对入驻商家以合同形式约束售卖
行为，打造“统一收银、消费透明、投诉
便捷”的放心消费模式。

有一位消费者在购买了 48 万元
的家具后，因店内商户资金紧张无法
按时交货。“接到投诉后，我们第一时
间从该商户上交的质保金中提出 5万
元直接打给家具生产厂商，保证及时
发货。同时，启动先行赔付程序，为该
消费者支付了 17万元的赔偿金。”周
振坤说。

开业伊始，居然之家欧凯龙北龙
湖店就启动了“先行赔付”制度，对消
费者因商品退货与商户产生纠纷，经
调解不能达成一致的，用专用资金先
行赔付等额货款。

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商场诚信
经营的行为也得到了社会认可。在该
店的入驻商户中，有市级放心消费示
范单位 4家、区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49家、线下无理由退货门店51家。

“目前，我们商场的消费投诉有效
处理率达 100%，消费投诉和解率超
90%。”周振坤说。③5

□本报记者 孔学姣

3 月 13日，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内，一辆客车正沿着坡路一圈一圈
行驶。在出厂前，每辆车都要经过高
环试验、爬坡测试、综合试验等全方位
的综合路试。一旁的墙壁上，“不把市
场当试验场，要把试验场当市场”的标
语尤为显眼。

这正是宇通的质量管理理念。作
为一家生产制造企业，参与放心消费
创建，从源头上减少消费纠纷，核心是
要管好、做强产品质量，为客户提供高
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宇通坚持推进产品科技创新，每
年研发费用保持在营业收入的 5%以
上，目前已建立 7个国家级创新平台、
10个行业及省级研发平台。同时，自
主投资 10亿元，布局了各系统研发及
质量验证技术，建立了零部件、系统、
整车三位一体的测试评价体系，能够

自主开展 900余项关键性能测试，为
产品质量控制构建起“防火墙”。

“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发现，在重要
会议、重大赛事等有宇通客车的地方
均能看到‘宇通直服’团队的身影。这
个团队包含有服务专家、服务工程师，
总人数多达 500余人，提供 24小时维
修、配件、技术等专业服务。”宇通客车
售后服务经理金剑说。

宇通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
经营管理理念，这和放心消费创建在
满足客户需求方面高度一致。

“如果客户提出的诉求当场不能
解决或没有解决方案的，将会以服务
订单的形式进入管理系统，由专人结
合系统对问题的处理实施全程跟踪，
直到问题解决、客户认可后，对应的服
务订单方可关闭。”金剑说，“客户需求
的深层次满足，能够持续提升购买信
心和品牌影响力，推动公共交通行业
发展。”③4

□本报记者 王昺南

3 月 11日上午，郑州西泰山千稼
集景区游客络绎不绝。这是该景区高
度重视放心消费创建、不断提高规范
服务水平带来的良好景象。

“通过诚信经营、规范管理、文明服
务，营造放心消费、安全出游的文旅消
费场景。”西泰山千稼集景区招商运营
部经理赵天赐说，景区从硬件设施到管
理服务进行全方位提升，让游客消费安
心、舒心，游玩时间更长、频次更多。

在景区，记者看到，主要场所都设
置有放心消费创建提示标牌、监督举
报电话、消费投诉指引等。每家商铺
的营业执照、食品安全类证件等，都在
醒目的位置展示出来。所有商品均明
码标价，价格牌由景区统一制作，并附
有监督举报电话。

景区招商运营部会定期检查景区
内商户的进货台账，并核实计量器具
是否依规年检，以及商品是否过期、商
品来源是否可追溯，对于已售出的且
符合无理由退货规定的商品，实行线
下无理由退货和先行赔付。

在 2022年游客投诉意见表中，一
件关于商户服务态度不好的投诉记录
引起了记者关注。“当了解到双方是因

为商品价格问题产生争执后，我们一
方面积极安抚游客情绪，一方面调查
商户在售卖过程中是否有违规现象，
最终通过耐心解释取得了游客谅解。”
赵天赐说。

目前，西泰山千稼集景区对消费者
有效投诉处理率达
到 100%，消费投诉
和解率超过90%。

“我们持续开展
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对评选出来的优秀
商户进行表彰，使诚
信经营成为自觉，促
进商户‘诚实卖’。
近 年 来 ，景 区 在
12315 平台上一直
保 持 着 零 投 诉 纪
录。”赵天赐说。③6

□本报记者 孔学姣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
年消费维权年的主题是“提振消费信心”。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消费旺了，经济才会是一池
活水。我省全力疏解消费“堵点”，进一步激发消费者
消费愿望，带来消费市场浓浓暖意。

优环境 消费者竖起大拇指

天气渐暖，红旗渠畔的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迎来
一拨又一拨游客。

“这里既是村庄，又是景区，吃住都非常方便。”大
学生吴琳背起画板到这里写生，石梯、石楼、石板房，石
地、石柱、石头墙都让她着迷。

从注册庙荒村商标把控产品质量，到统一办理健康
证、营业执照，再到开展民宿改造、服务技能培训，庙荒
村通过创建放心消费示范村，力争让游客都“竖起大拇
指”。

2022 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以“放心消费在中原”
示范创建活动为抓手，加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示范街
区、示范乡村、示范景区、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培育力
度。目前，全省已认定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区域、示范企
业和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共 21150 家，2022 年新增示
范创建主体 6307家，呈快速增长态势。

“‘放心消费在中原’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改
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等方面发挥
了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然
说。

强品质 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加强质量品牌建设，能够带来更优质的市场供给，
顺应消费需求多元化趋势。

在商城县万亩茶园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云
山泡好一杯信阳毛尖，香味一点点蔓延开来。

信阳毛尖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信阳毛尖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企业有 90余家，区域品牌建
设的集聚效应、经济效应和品牌效应不断扩大。

途虎养车则将更多品牌产品纳入“一物一码”全链
追溯系统，实现了产品从生产、运输、库存、消费的全链
条追踪，建立了一条“厂商直采—自有仓储—途虎直送
—线下服务网络”的完整可溯供应链闭环。“此外，我们
还推出了 3年轮胎保、电子报价单等方案，全面提升消
费体验，强化在汽车养护市场的品牌影响力。”途虎养
车中原地区相关负责人解路说。

今年，我省正大力实施“美豫名品”品牌体系建设
工程，加快建立包含“美豫名品”公共品牌以及产品品
牌、企业品牌、产业品牌、区域品牌的“1+4”品牌体系，
全年力争认定“美豫名品”150个以上。

畅渠道 破解“急难愁烦盼”问题

2022年，河南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4407.41
亿元，以网上零售为代表的新型消费蓬勃发展。

面对新的消费场景、消费模式，市场监管部门畅通
维权渠道、创新监管方式，进一步提升经营者自律意
识、消费者维权意识。

随着直播带货兴起，某商贸有限公司为了增加玉器
销量和直播间流量，在直播间演绎剧本、编排故事情
节，对经营的玉器进行虚假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镇平县市场监管局接到消费者举报后，立刻展开调查，
依法对当事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

根据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省
各级 12315 工作机构共接收各类诉求 220.45 万件，同
比增长 21.41%，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53 亿元。投
诉方面，热点主要集中在质量、合同、食品安全和售后
服务等方面。

“诉求量的增长与畅通便捷的诉求渠道有关。”省
市场监管局 12315指挥中心主任陶云峰说。目前，我省
12315 热线电话渠道和互联网渠道互为补充，24 小时
接收消费者各类诉求，尤其是互联网渠道已成为接收
投诉举报的第一渠道，全力破解消费者“急难愁烦盼”
问题。③9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护航消费 典型案例

做强质量从源头“减纠纷”

投诉处理让你我“放心买”

放心消费创建促商户“诚实卖”
2022年

全省各级12315工作机构
共接收各类诉求

220.45万件
同比增长21.41%

投诉
55.61万件

举报
26.31万件

咨询
138.53万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53亿元

全省已认定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区域、
示范企业和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共

21150家
示范街区、景区、
园区、乡村
738个

消费维权
服务示范站
2088个

示范企业
18324家

新增示范创建主体6307家

投诉方面

●从投诉问题类别来看
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质量、合同、
食品安全和售后服务等方面

商品消费类投诉
36.83万件
占投诉量的66.22%

服务消费类投诉共计
18.78万件
占投诉量的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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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博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市
民介绍假冒伪劣商品辨别知识。连日来，该县开展“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不断提高消费者维权
意识。⑨4 程全 乔子杰 摄

“3·15”到来之际，洛阳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
组织开展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序。⑨4
郭抗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