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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市场

1、好消息：德润广场
五楼安米莉童装专厅，即
日起至3月 18日特举办
感恩回馈酬宾活动！活
动期间全场3折酬宾！

2、新品快讯：德润广
场一楼知名品牌女装高
诗捷、皑如、圣可尼、鄂
尔多斯、溪蔻等春季新品
已炫彩上市啦！简约的、
优雅的、经典的、摩登
的、休闲的……款款时尚
有型，让你在这个浪漫的
季节美美出行吧！

3、新品快讯：德润广
场一楼知名品牌男装报
喜鸟、金利来、大白鲨等
春季新品已优雅上市
啦！高端精湛的剪裁，经

典大气的款式，考究舒适
的面料，款款都彰显您独
特非凡的气质！

4、德润四楼思莱德
男装春季酬宾活动开始
啦！购正价产品两件以
上满1488加 129元即可
换购吊牌价 699 元指定
款 一 件 ，满 1888 元 加
159 元即可换购吊牌价
899元指定款一件。

5、百余商品 疯狂均
一价。德润超市即日起，
百余种商品大幅让利，均
一价商品以1元、2元、3
元、5元、9元、15 元、19
元等均一价销售，将划算
进行到底，吃、穿、用齐
全，欢迎光临选购！

德 润 广 场

国 贸 大 厦

好消息：厂商联营
低价促销，国贸一楼鞋城
特价柜，从即日起至3月
18日在一楼西北中庭举
办低价特卖会，全场鞋品
49 元起售，欢迎前来抢
购！

商情速递：一楼化妆
品城欧莱雅专柜新品来
袭，小钢笔唇釉震撼首
发，多款色号，高级水雾
质地，轻薄无感，一抹持
久显色，速速前往专柜，
感受全新“釉”惑吧！

好消息：国贸大厦二
楼知名品牌女装若雨、乐
艾妮、贞佳、蕾依娜正火
爆特卖中，低至 98 元起
售！一样的品质，不一样
的价格，风衣、针织衫、
薄尼外套、短裙、裤装，
花少少的钱，把自己打扮
得美美的！

好消息：国贸二楼艾
格女装全场5折起售，部
分商品一口价，正在火热
销售中，欢迎光临！

好消息：国贸大厦二
楼拉夏贝尔女装冬季商
品全场4折起售，另有春

季新款陆续上柜啦！简
约休闲的款式，时尚个性
的设计，细节蕴藏亮点，
让您尽情享受春季浪漫！

快讯：3 月 15 日-3
月19日报喜鸟会员日回
馈计划：进店即送价值
15 元的小米签字笔，根
据会员消费实收金额，满
足不同金额赠送不同价
值的现金券，可立即满
减，同时加1元可选购不
同价值的礼品，地址：国
贸大厦三楼报喜鸟专厅！

国贸大厦三楼罗莱
家纺即日起至3月31日，
全场总部大清仓 29 元
起，更有惊喜大礼包，让
你省的不是一点点哦！
好机会您可千万别错过！

国贸大厦三楼圣布
凡床品新春活动开始
啦！即日起至3月 24日
凡转发本次活动至微信
朋友圈，可以至圣布凡专
厅免费领取38元现金抵
用券 1张，购单品（特价
或折后价）满200元可使
用此券 1 张，另满额换
购，详情请到专厅咨询！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3 月 13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今年第 8号通
告，公布24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通告说，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
抽检饮料、保健食品、粮食加工品等11
类食品2442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样检验项
目合格样品2418批次、不合格样品24
批次，不合格食品涉及农兽药残留、重
金属、食品添加剂等指标。

农兽药残留问题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

区昆仑大道 169 号金桥江南果菜交易
中心综合区195档位（经营者：黄鹏福）
销售的沙甲，氯霉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公司盛天领域购物广场销
售的白贝，氯霉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

（三）天津市委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水木天成菜市场C区9－10#销售的鲫鱼，
地西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四）广州康诚商业有限公司销售
的标称广州市一惜地农产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鲜土鸡蛋，氧氟沙星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五）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东海
市场（经营者：叶文师）销售的灵山初生

家鸡蛋，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
沙星之和计）和氟苯尼考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六）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东海
市场（经营者：叶文师）销售的本地土鸡
蛋，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
之和计）和氟苯尼考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七）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卫宏
蛋品店销售的珍珠土鸡蛋，恩诺沙星
（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百佳汇
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鸡蛋，氟苯尼考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九）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河西购物广场销售的标称山东省济南
圆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柴
鸡蛋和乌鸡蛋，氟苯尼考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
区桥都超市销售的青线椒，氧乐果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
为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

（十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万家
莱生鲜便利店销售的四季豆，经深圳市
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检验发现，其中氧
乐果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二）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新塘镇
新星市场蔬菜档（蔬菜档 74 号摊位）
（经营者：刘菊秀）销售的韭菜，腐霉利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三）天津市东丽区刘青和蔬菜
经营部销售的韭菜，经国家食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检验发现，其中腐霉利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四）天津市东丽区三姐蔬菜经
营铺销售的韭菜，腐霉利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防城区百家惠超市有限公司销售的青
豆角（豇豆），克百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十六）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
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仙葫购物广场销售
的旦丁三黄鸡，尼卡巴嗪残留标志物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盛
世百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防城分公司
销售的皇帝柑，三唑磷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

（十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大润发
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青豆角（豇豆），甲基
异柳磷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重金属污染问题
（一）天猫东北大药房（经营者为辽

宁省沈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在

天猫（网站）销售的标称沈阳东新药业
有限公司委托辽宁生物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生产的延更丹牌青松丸，其中铅
（Pb）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江西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南昌永叔路店销售的标称江西仁和
康健科技有限公司经销、南昌市草珊瑚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采森牌钙铁
锌口服液，其中铅（Pb）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
区龙其海活鲜水产品批发部销售的濑
尿虾，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外沙
岛活鲜市场 HB10 号（东区 1010 号）
（经营者：王仁强）销售的濑尿虾，镉（以
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食品添加剂问题
苏宁易购圣家乐购专营店（经营者

为山东圣家乐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
苏宁易购（网站）销售的标称山东圣家
乐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省无
锡市百思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酸梅粉，糖精钠（以糖精计）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市场
监管总局已责成相关省级市场监管部
门依法予以查处。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4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九、高额机票退改签费乱象
社会影响力：56.90
话题解析
2018 年，高额机票退改签费的

问题再次受到舆论关注。根据江苏
省消保委 4 月 24 日发布的《江苏省
消费者飞机票退改签情况调查报
告》，30.7%的消费者遇到过提前很
多天改签，但仍被收取高额改签费
用的情况；23.5%的消费者有过退票
费用比机票价格高的经历，其中最
高的一例退票费，竟然是机票价格
的 3 倍；特价机票基本不退不换，或
者只退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
舆论认为，高额的退改签费用，明显
不合理、不公正，特价机票的不改
签、不退票，让旅客手中的机票完全
作废，这显然是航空公司的霸王条
款。

有分析指出，机票退改签乱象
的根源，在于收费标准的缺失。目
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退票费用规

则，实际操作中都由各航空公司单
方面决定，而一些代理企业的各种
不合规操作，更是推波助澜。机票
退改签乱象急需相关规则约束。为
此，江苏省消保委在 5 月份约谈了
南航、东航、国航、海航等 8 家航空
公司以及携程、去哪儿、飞猪、同程
等 OTA 平台，认为上述企业涉嫌利
用经营者优势地位，侵犯消费者的
公平交易权。7 月 17 日，在充分听
取中消协、江苏省消保委等消协组
织意见的基础上，中国民航局发布
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
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
签收费“阶梯费率”，不能简单规定
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并明确
规定互联网在线旅行社平台及其销
售代理企业严禁在退改签服务中向
旅客加收额外费用。这些举措将有
助于提高航空公司的票务服务水
平，让消费更人性化，保护旅客合法
权益，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国贸商场一楼化妆品城汇聚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品质上乘，靓丽多彩，让您
拥有青春与时尚之美。 吕崇安 摄

城 东 购 物 公 园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商品投诉比
重扩大，网购投诉高速增长，广告、质
量、合同、售后服务为投诉重点，升级类
消费投诉猛长……3月14日，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报告说，2018年，全
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收到消费者投诉、举
报、咨询1124.96万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4%。其中，投诉372.56万件，举报
60.69万件，咨询691.71万件，共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31.17亿元。消费者投
诉举报呈现八大特点。

一是商品投诉比重扩大。2018年，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商品投诉
231.81 万件，占比 62.2% , 同比增长
61.3%，服务投诉 140.75 万件，占比
37.8%，同比增长12.1%。商品投诉主要
集中在日用百货、食品、家用电器、交通
工具、通讯器材等领域。服务投诉主要集
中在远程购物、居民服务、互联网服务、
文化娱乐服务、修理维护服务等领域。

二是网购投诉高速增长。2018年
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31.63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8.5%。电子商务的高速发
展带动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同时也引发

了诸多消费纠纷。2018 年，全国市场
监管部门共受理网络购物投诉 168.20
万件，同比增长126.2%，投诉问题主要
为：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质量不合格、
经营者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等。

三是广告、质量、合同、售后服务为
投诉重点。2018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
门共处理广告、质量、合同、售后服务投
诉分别为 105.73 万、63.06 万、55.03 万
和33.37万件，占总量的29.6%、17.6%、
15.4%和 9.3%。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广
告问题，同比增长233.6%，问题主要集
中在家居用品、服装鞋帽、食品、化妆
品、儿童用品等领域；质量问题同比增
长 25.0%，问题主要集中在服装鞋帽、
通讯产品、家用电器、家具、装修建材等
领域；售后服务问题同比增长 22.9%，
问题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器、交通工具、
计算机产品、通讯产品、家具等领域。
合同问题同比增长3.0%，问题主要集中
在汽车及零部件、装修装饰服务、租赁
服务、中介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领域。

四是升级类消费投诉猛长。随着
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逐步由温
饱型向享乐型和发展型转变，消费结构
和消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18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受理的升级类消
费投诉迅猛增长，具体体现在：化妆品、
文化运动娱乐用品、计算机设备等提升
生活品质的消费投诉分别同比增长
246.7%、146.0%、89.3%；装修建材和装
修装饰服务等改善家居环境的消费投
诉分别同比增长 39.1%和 60.2%；租赁
服务和中介服务等提供便利的社会化
服务消费投诉分别同比增长 28.3%和
111.6%。

五是“诉转案”机制不断深化。
2018年，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受理的
消费者投诉中，“诉转案”共1.8万件，同
比增长217.68%，涉及金额2.4亿元。

六是互联网平台成维权利器。全
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提供了 PC 端、
APP、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支付宝小
程序等多种投诉渠道，消费者可以方便
快捷地24小时提交投诉。2018年，平
台共受理投诉举报167万件，包括投诉
145万、举报22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4亿元。
七是在线纠纷和解效率高。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开通了消费纠纷在
线和解（ODR）通道，鼓励、引导企业在
平台上直接与消费者进行协商和解。
经审核，市场监管部门共为 3564 家企
业开通了 ODR 通道。2018 年，全国
ODR 企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49051
件。ODR企业平均处理时长7.8天，和
解成功率 50.31%，解决效率为传统方
式的2.67倍。

八是全国消费维权指数保持高
位。2018 年,全国消费维权指数平均
为91.53，较去年同期增长了0.11个点，
与五年平均值相比，增长了 1.9 个点。
全国消费维权指数小幅增长，保持在高
位，表明在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的发展态势下，消费环境持续向好。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为促
进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
费”，市场监管部门将整合监管资源，更
新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
效能，为消费和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品投诉比重扩大，网购投诉高速增长

市场监管总局：2018年消费者投诉举报呈现八大特点

一、城东购物公园家
佰惠超市即日起至 3 月
19 日，百余种商品大幅
让利，均一价商品以 1
元、2元、3元、5元、9元、
15元、19元等均一价销
售，将划算进行到底。

二、新世界公寓式酒
店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

“阳春三月 真情回馈”：
1、一次性入住满五送

一（线上、团队订房除外）；
2、全天候钟点房开

放69元/4小时；
3、每天五间特价房

99元一间；
4、国贸在线APP每

天五份一元抢购二十元
房费优惠券；

5、活动期间入住的
客人赠送精美点心一份
（线上、团队订房除外）；

6、活动期间入住的
客人凭房卡即可在三楼
沙场点兵时尚餐厅享受
8.8折优惠。

三、每周周一至周五

在城东购物公园亲子乐
园购买游戏币满 50 送
12，另送家佰惠超市购
物券 2 元。购买游戏币
满 100 送 35，另送家佰
惠超市购物券5元。

四、城东购物公园沙
场点兵时尚餐厅在国贸
在线隆重推出包厢优惠
券 10 元抵 100 元，消费
满 800 元以上使用。大
厅零点优惠券 10 元抵
50 元，消费满 200 元以
上使用。活动时间即日
起至3月 31日。具体使
用方法以门店公告为准。

五、3月15日至3月
22 日上午 7 点—9 点沙
场点兵时尚餐厅在一楼
家佰惠超市南侧入口处，
现场办理会员卡充 500
元送100元的优惠活动。

城东购物公园沙场
点兵时尚餐厅每天一款
特价菜，最低低至三折，
以最实在的优惠回馈消
费者。

2018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