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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
同行三十载 再上新征程
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消费者朋友们：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借此机会，攀枝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向长期以来支持我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和市场监管工作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战斗在市场监管一线的同志们、
向工作在我市各级消委组织的维权工作者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已步入而立。自
1988 年成立以来，我们始终与消费者同行，在改革发展中，成长为实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中坚力量，具备了多元纠纷化解、维护消费
者权益和引领消费的能力。30 年来，消费维权从起初的“不知何物”，到如今的
“不可忽视”
，见证了消费者从配角到主角的变迁。
2019 年，是机构改革后的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开局之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将按照市委“一二三五”总体工作思路，认真组织做好消费维权的各项
工作：提高服务意识，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引导科学合理消费，增强居民的消费信
心；制定完善各项惠民消费政策，强化消费维权措施，确保消费者分享到改革发
展的成果；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认真受理消费投诉，解决消费纠纷，化解社会矛
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万众一心，我们的消费环境一定会更放心、更
舒心、更称心！

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春雷行动 2019”取得阶段性成果

1 月 11 日，我市启动“春雷行动 2019”暨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这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后首个执法专项行动。
行动突出重点行业和领域，重点聚焦“保健”市场乱象、食品安全、药品放
心、质量安全、市场治乱 5 个执法子行动。目前，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依法立
案查处
“保健”市场、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登记等各类违法案件 164 件。

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民政局等 10 个市级部门有重点对
保健品经营单位和大型酒店是否证照齐全、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是否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是否为违法传销提供便利条件等“保健”市场乱象进行检查。对利
用住宅、办公楼从事保健品销售加强排查；以城市生活美容机构为重点，对全
市私人会所、生活美容院等未取得相应资质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行为和对非
医疗机构开展医疗美容的行为进行集中执法检查；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集
贸市场等人口密集的场所为重点，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
疗行为的
“游医”
“假医”进行打击；对康养机构、康养组织、敬老院排查。
截至目前，共检查社区、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141 个，检查宾馆、酒店等重
要场所 104 个，检查“保健”类店铺 228 个，接受消费者投诉举报 44 次，立案查
处涉及“保健”乱象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10 件，发放《谨防保健品虚假宣传的“九
个套路”
》宣传挂图 1300 多份。

确保药械放心
加强与司法部门合作，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专项检查，对药店的
设施设备、人员资质、管理制度、人员培训、药械化经营使用单位的相关证照、
供货商的资质、购进票据等方面，以及是否存在从非法渠道购销药品、非药品
冒充药品、发布虚假广告、执业药师未在职在岗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检
查，
确保群众用药、用械及化妆品使用安全。
截至目前，共计检查药品零售单位 173 家次，医疗器械经营和使用单位
152 家次，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 157 家次，集贸市场 16 家次，医疗美容机构（药
械化）41 家，
对涉案 95 种产品采取强制措施，
立案 26 件。

“春雷行动”
联合公安检查医疗美容机构。

保障质量安全

2019 年“3·15”
新闻发布会。

服 务 发 展
发布 2018 年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报告
3 月 12 日，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发布
《2018 年攀枝花市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报告》。
《报告》指数显示，2018 年攀枝花
市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总指数为 85.2，较 2017 年上升 0.2 个百分点，接近较好
（87.5）的评价。这表明，消费者对攀枝花市康养产业总体满意度评价良好，攀枝
花市康养产业持续向上发展。
去年 3 月，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和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联手，
发布全国首个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指数报告。该指数基于消费者感受、口碑，提
出了对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的评价指数体系，对攀枝花康养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
综合评价。今年，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再
次与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合作，对攀枝花市 2018 年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指数
开展了调查分析。
为保证指数的延续性和可比性，2018 年攀枝花市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指数
体系与 2017 年基本保持不变，由康养消费环境满意度、康养自然环境满意度、康
养配套建设满意度、康养服务水平满意度、消费类别满意度、消费维权满意度和康
养消费发展潜力度等七个二级指数构成。各二级指数下，又设有若干三级指数。
指数体系的最终综合指标为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总指数。
总指数范围为 50-100，中值为 75，当指数值为 50 时，说明消费者对攀枝花
康养产业满意度评价很差；当指数值为 60 时，说明消费者满意度评价较差，仅能
勉强接受；当指数值为 75 时，说明消费者满意度基本处于中性评价，当指数值为
100 时，说明消费者满意度评价很好。
此次调查，于攀枝花康养旅游旺季在攀枝花市各县（区）开展，调查采用随机
分层抽样，调查样本分配兼顾各县（区）人口、康养旅游接待能力和攀枝花市对各
县（区）康养旅游发展定位及规划。共发放问卷 7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51 份。
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力介绍，2018 年攀枝花康养产业消费满意
度总指数与 2017 年相比略有上升，一方面说明消费者对攀枝花康养产业总体满
意度评价良好，另一方面反映出消费者虽然感受到了攀枝花康养产业的发展和康
养环境的改善，但满意度还有提升空间。指数分析结果显示，与上一年度相比，各
二级指数值之间差异减小，发展优势类指数增加为 4 个，发展短板类指数由去年
的 3 个缩减为 1 个。同时，虽康养发展潜力指数值略有下降，但仍高于指数较好
值。这说明，攀枝花康养产业发展整体态势良好，优势继续保持，并且发展结构趋
于均衡和优化。
陈力说，此次调查，虽反映了攀枝花市康养产业稳中有升，发展潜力大，但也
反映出攀枝花康养服务水平满意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康养自然环境满意度下降
幅度较大。这说明攀枝花还需要更新服务理念、提升服务人员素质和改进服务水
平，同时，
消费者认为攀枝花自然环境优势相对其他康养城市正在缩小。

市场监管 2019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开局之
年。全市市场监管工作将牢固树立为民监管意识，建立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机制，
为保障人民群众消费权益和健康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守住“三条底线”。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决守住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产
品质量安全“三条底线”，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不发生造成严
重负面影响的特种设备和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创建“四个示范”。建设食品药品示范城市，争取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城
市创建资格，推进食品药品安全四川试点城市建设，指导四个县区深化四川省食
品安全示范县区创建。
实施“五个一”工程。审批服务“一个窗口”，全面整合规范各环节审批事务，
实行集中受理、集成服务。执法监管“一个链条”，重新建立从生产到消费闭环管
理，联合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提升执法效率。消费维权“一条热线”，上下一体
将原各环节四条热线整合为一个平台，实现系统联动。检验检测“一套体系”，以
规范标准检测为抓手，打造开放实验室，提升检验检测一站式服务能力。行政执
法“一个标准”，统一执法文书和执法程序，做到行政处罚听证标准、重大案件标
准和自由裁量基准
“一把尺子”
。
深化消费维权体系建设。加强投诉举报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投诉举报接
办流程，建立并落实举报奖励制度；
建立健全
“12315”
指挥中心及消费维权服务站
工作制度，
深入推进视频调解系统建设和运用；
加强
“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
消费维
权板块大数据运用，
适时向社会发布消费提示和警示；
继续推进诉转案、
行政指导
和约谈工作，
开展重点领域消费侵权专项整治行动，
提升消费维权监管效能；
组织
开展
“3·15”
系列活动，
倡导社会各界共同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

“春雷行动”
与美团外卖合作。

对农贸市场、餐饮店、商店和加油站等涉及民生的计量器具开展重点检
查，主要检查计量器具是否完成周期检定，是否存在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
并要求经营单位规范经营行为，诚信经营，不得缺斤少两，不得利用计量器具
作弊欺骗消费者。
截至目前，检查集贸市场 10 个次、超市 10 家次，检查计量器具 176 台；检
查电梯、锅炉、起重机械、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 123 台次，发现并督促整改特
种设备安全隐患 19 处，
发出《特种设备安全指令书》5 份。

保障食品安全
全力保障农贸市场、超市、商店、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食品安全。畅通投
诉举报渠道，随时应对处置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对群体宴席食源性疾病、展销
会食品安全责任不落实、生产经营者滥用食品添加剂等 7 类风险隐患开展专项
执法检查。采取“清单制+责任制”方式对隐患问题逐项销账治理，规范市场、
超市等场所食品经营秩序。
截至目前，共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及小作坊、小经营店 1.2 万余户次，超
市及农贸市场 102 家次，展销会 3 场次，处理食品消费投诉 14 件。对节日期间
消费量大的腌腊肉制品、汤圆水饺、散装白酒、糖果糕点等 9 大品种及餐饮具开
展专项监督抽检 361 批次，
抽检结果将向社会公布，
并依法进行查处。

“春雷行动”
检查计量器具。

整治市场乱象
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促城区及各乡镇农贸市场业主履行主体责
任，以非法会议营销、农村食品市场、集贸市场、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等为整治
重点，严禁占道经营，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市场安全。加强市场检查，对市场
内环境卫生、经营秩序等进行规范，严禁市场内强买强卖、短斤少两等违法
行为。
截至目前，检查会议营销、迎春展销会经营户 965 户次，农村食品经营户
238 户，食品生产主体 8 户，集贸市场、批发市场 24 个，开展宣传 56 次，发放
宣传单 2000 余份。
老年消费教育。

（本报记者 晏洁/文
权益委员会 供图）

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

承诺书
我自愿参加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组织开展的 2019 年度“信用让消费
更放心”活动，并郑重承诺：诚实守信依法经营、信息披露真实充分、价格表示清晰明
确、合同规范公平竞争、产品可靠使用安全、售后服务方便快捷、化解纠纷及时公正、
尊重人格保护隐私、开展教育引导消费、环保节能永续发展。请全市各级消费者组织
和广大消费者监督，
监督电话：
3333009。
承诺人：
攀枝花市攀格电器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江飞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时济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攀枝花市东区分公司
四川沃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攀枝花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立新养殖开发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吉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锐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玫典装配式装修有限公司
攀枝花德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红蜻蜓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沃尔玛（四川）百货有限公司攀枝花炳草岗分店

攀枝花市大芒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阳光诗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东区金域阳光养护院
攀枝花市仁和区诚德经营部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盐边县弘月阳光超市
攀枝花市敬仁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攀枝花销售
分公司
米易县华联购物广场
四川益满达渔业有限公司
米易县三角塘度假村
攀枝花市老百姓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沃尔玛（四川）百货有限公司攀枝花清香坪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