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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消费投诉公示试点变成“维权据点”
在这个空前兴旺的消费时代，消费
纠纷不断，消费者权益时常受损，各地即
将全面开展的消费投诉公示试点，就有
望成为整治消费市场这一痼疾而扎下的
一根根
“银针”
。

据国家工商总局网站消息，国家工
商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消费投诉
公示试点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进一步探
索消费投诉公示制度，工商总局决定在
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消费投诉公示试
点。(1 月 3 日中新网)
早在 2016 年，工商总局就选取了上
海、重庆、江西三地开展为期一年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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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公示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此次工
商总局做出“大动作”，决定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开展消费投诉公示试点，这是由
点到面，此举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消费者
权益，有助于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开展消
费投诉公示试点，旨在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与选择权，打通消费维权的事后救
济和事先预防环节，加强企业信用监管，

助推信用体系建设等。其积极意义不容
小觑。
通知指出，要科学选择试点区域、建
立健全试点制度、合理确立公示内容、探
索拓展公示渠道。开展消费投诉公示试
点，要明确试点单位责任人，要把消费投
诉试点工作纳入工作考核等。
工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消
费投诉公示试点，
是对试点工作的深化与
优化。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消费投诉公
示试点，在由点带面的基础上，还要继续
在实践中对工作制度进行优化与完善，
提
高消费投诉公示试点工作的规范化、
制度
化水平，
最终构建消费维权的社会共治格
局。
这是推动消费纠纷源头治理。
尊重消费者权益，开通与拓展消费
维权通道，打通消费维权的事后救济和
事先预防环节等，这些能够形成对企业
信用的倒逼，能够强化社会组织、舆论及
公众的监督作用。要尊重消费者权益，必
须要让消费者与商家处于平等地位，当
消费者权益受损之时，消费者能够及时

维权，而不良商家也会得到及时惩治。消
费投诉公示试点就是在试图让消费者
“攥指成拳”，通过消费者、相关部门、地
方政府等各方合力，也是在形成消费维
权社会共治的
“整合力量”
。
在这个空前兴旺的消费时代，消费
纠纷不断，消费者权益时常受损，各地即
将全面开展的消费投诉公示试点，就有
望成为整治市场这一痼疾而扎下的一根
根“银针”。从而能够让消费维权变得顺
畅而有力，起到“鲶鱼效应”，促使商家加
强自律，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根治消费市
场乱象，从而起到刺激整个消费市场进
入良性运转轨道的作用。
消费投诉公示试点能够顺利开展，
这需要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落
实，也需要地方政府予以支持。要让消
费投诉公示试点能真正扎根各地，并最
终能推而广之，由“试点”变成消费者
能放心倚靠的“维权据点”，对消费纠
纷进行源头治理，实现消费市场的长治
久安。

魏文彪

奇葩验证码下岗让春运购票更通畅
日前，随着春运首日火车票的开抢，
该网站设置的验证码难以辨认，图形码
春运购票大幕拉开。中国铁路总公司表
达到 581 种之多，一次性输入正确的仅
示，今年春运网络购票需要验证码的比
为 8%。一时间，铁路购票验证码图形辨
例将被压缩到 15%以下。4 日，老牌抢票
认，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对于许
软件 360 浏览器表示通过大数据分析，
多老年购票者来说，辨别图形码，更是给
今年春运抢票初期，12306 的图形验证码
他们购票带来很大的不便。12306 网站
并没有比去年增加难度，他们发现图形 “奇葩”验证码的大量设置，影响旅客购
验证码已经不是铁路防止黄牛倒票的主
票速度，降低旅客购票体验，成为不少旅
要技术手段，铁路正在通过更加严格的
客购票途中的
“拦路虎”
。
实名认证等其他方式来防黄牛，提高了
中国铁路总公司曾解释，设置图形
用户的购票体验。
（1 月 5 日《北京青年
验证码是为了有效防止黄牛和刷票软件
报》
）
恶意刷票。但是，
“ 防黄牛”不能变成“防
2015 年年底，媒体曾经报道，360 浏
旅客”，防范黄牛和刷票软件恶意刷票，
览器监测 12306 网站网购火车票时发现，
不能成为影响旅客购票速度，降低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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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票体验的理由。铁路部门删除清晰度
一举措值得点赞。
不高、难辨认的图片，筛选更新、选择清
其实，黄牛所以能够倒票，很多时候
晰度高的图片，乃至主要通过其他不影
是因为有少数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充当
响旅客购票速度的技术手段防范黄牛倒 “内鬼”，为了谋取私利，利用职务便利，
票，让旅客能够更顺畅地购票，才是应有
为黄牛违规违法提供火车票。所以，一方
的选择与正途。
面铁路部门应当通过更新技术手段防范
2018 年春运购票，铁路部门减少验
黄牛恶意刷票，另一方面还有必要严格
证码功能的使用，进一步严格实名制购
规范春运火车票销售管理制度，加大监
票的程序，如身份证必须通过核验才能
督监管力度，通过有效制度设计，防范铁
购票，为别人购票需要先添加常用联系
路部门内部工作人员与黄牛串通倒票现
人，并对联系人数量进行了限制，这有利
象发生。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黄牛
于有效防范黄牛与刷票软件恶意刷票，
倒票现象发生，让春运火车票变得不再
又能提高旅客购票速度，提升旅客购票 “一票难求”，助力广大旅客更顺利地实
体验。如此兼顾防范黄牛倒票与便利，这
现回家过年的愿望。

苑广阔

期待网络餐饮新规破解“舌尖上的烦恼”
点开手机ＡＰＰ，无数美食“闪瞎双
眼”，动动手指，外卖就会送上门来……
随着外卖市场“井喷式”增长，越来越多
的“吃货”们开始享受指尖美食的福利，
但外卖美食的问题却不时遭到网友吐
槽：怎么总感觉外卖菜量没有在饭店吃
得多？为什么我餐盒里的菜感觉被人吃
了一半？随着《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些
问题都将一一找到破解方法。
（1 月 3 日
《桂林晚报》
）
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丰富了消费
者的市场选择，也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还解决了很多
人的就业问题，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伴随
着外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有很多问题

产生，其中最受到消费者关注的，就是饭
菜的卫生、质量和安全问题。按照媒体的
报道，一些商家没有实体店，属于无证无
照经营，饭菜卫生和安全自然难有保障；
再比如一些“贪吃”外卖员在送餐途中偷
吃顾客的饭菜等。
而随着《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以上提到
的这些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
至少能够得
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仔细研读《管理办法》
不难发现，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解决了
外卖行业之前存在的“有问题，但没人为
问题负责”的问题，极大的强化了责任意
识，
让外卖行业每个环节上的问题都能够
找到对应的负责单位，
给出解决办法。
比如针对一些外卖商家无证无照、

违规开展外卖服务，甚至是冒用其他商
家经营许可证照进行违规经营的问题，
《管理办法》明确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保证入
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
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真实。
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第三方外卖
平台已经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举措，比
如百度外卖摸索出了“日常巡查＋定时
抽检＋专线排名”的制度；而饿了么则是
在自有人员初步核验和督导二次核查的
基 础 上 ，聘 请 第 三 方 机 构 SAIGLOBAL
对商户进行线下审查。这些措施的采取，

都将有效改变外卖商家没有实体店、无
证无照经营的问题，进而保障饭菜的卫
生、安全和质量。
对于个别外卖员送餐途中偷吃顾客
饭菜，或者是送餐环节可能导致的饭菜
污染问题，
《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的食
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并对餐饮食品
进行包装，避免送餐人员直接接触食品，
确保送餐过程中食品不受污染。对此，外
卖平台纷纷推出了外卖封口贴、
“食安封
签”等设备，
来给送餐环节
“上保险”
。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食药监、工商
部门的尽职尽责、有了外卖平台的约束
和管理、商家的自觉自律，是完全可以解
决外卖餐饮
“舌尖上的烦恼”
的。

雪乡亡羊补牢
需正名更需“灭鼠”
今年 1 月，黑龙江雪乡一家庭旅馆“坐地起价”的消
息将原本刚刚进入旺季的雪乡推上风口浪尖，一时间
各种关于雪乡旅游坑人的爆料层出不穷。而事实上，许
多受游客诟病的问题都发生在真正的雪乡——双峰林
场之外，但无论私人开发的“景点”还是双峰林场附近
的旅馆都打着雪乡的招牌，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哪里才
是
“雪乡”
。
（ 1 月 5 日《北京青年报》
）
赵家大院“出事儿”之后，大海林国有林管理局核
查情况后称，帖文中所指的“赵家大院”在雪乡景区外，
是永安林场个体家庭旅馆，经营者为外来承包人员。言
下之意，都是赵家大院这颗“外面的老鼠屎”坏了整个
雪乡的“汤”，雪乡本身是很纯净的，所以大家还是放心
过来玩，
雪乡一定会以最优质的服务接待大家。
雪乡的“招牌”危在旦夕，管理者及时出来“正名”
是必须的，但这种说辞显然软弱无力，根本就无法打消
消费者的顾忌。固然，赵家大院和雪乡景区还有十里之
遥，根本就不属于景区的旅游范围，但对于远道而来的
游客来说，怎么能分得清哪里才是真正的雪乡？就算有
的游客能分清，既然雪乡外面的旅馆在宰客，里面的难
道会不宰？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
心理，对于消费者来说，与其担被宰的风险，很可能就
会直接放弃去雪乡旅游。
长此以往，去雪乡的游客势必越来越少，雪乡的
“招牌”就真的砸了。所以，雪乡要想亡羊补牢，仅仅从
“撇清关系”上去“正名”还远远不够，必须在保证自身
景点旅馆规范营业的同时，想办法把雪乡周围诸如赵
家大院类的“老鼠”们连根拔除。俗话说，一只老鼠坏锅
汤，汤本身是美味佳肴，和老鼠半毛钱的关系也没，但
老鼠钻进去，汤就毁了。雪乡之于赵家大院们，也是一
样的道理，不彻底
“灭鼠”
，雪乡只会
“鼠名远扬”
。
所以，对于雪乡管理者来说，千万不能因为赵家大
院们在雪乡景点之外就心安理得，而应联合有关部门，
对景区内外的价格欺诈、服务态度蛮横等现象严加整
顿，绝不容一只“老鼠”搞破坏。如此，才能称得上真正
的美丽雪乡，方能经久不衰，
迎来八方游客。
徐建中

“抠门”校庆
值得点赞
2017 年 12 月 29 日，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庆祝十
五周年校庆，同时成立校友会。不过如此隆重的活动既
没有鲜花装点，也没有礼炮助威，整个活动，大部分的
经费都花在了给 21 名优秀老师发 24K 金牌上，这一项
的支出为 4 万多元。其他方面则非常节俭，如请校友们
在食堂吃盒饭，每份的标准为 30 元。这次活动也因此被
大伙戏称为“史上最抠门校庆”。
（据 1 月 3 日《楚天都市
报》
）
按说，学校以“校庆”、企业以“厂庆”、大型工程项
目以“开工奠基”等名义，举行适当的仪式以示庆贺，此
乃情理之中的事，无可厚非。这不但能提升知名度，而
且也很有纪念意义。
然而，近些年来，不少地方、部门在搞庆典仪式时，
往往在追求讲规格、求档次、比奢侈等方面大做文章，
使庆典仪式变了味、走了调。有的借庆典之际大摆鲜花
和燃放烟花爆竹，有的借机大肆吃喝、滥发礼品，有的
花费不菲的财力邀请明星来捧场，更有甚者，竟然还向
下属单位或职工摊派庆典活动费用……。这不但严重
背离了搞庆典的目的和初衷，而且也损害了单位、部门
在群众中的形象，
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
笔者认为，对一个单位、部门而言，搞庆典并非一
定要多花钱，或向来宾发放礼品，或邀请明星捧场，更
不应该向下属单位或职工摊派费用，而应该把庆典仪
式搞得简单、热烈而有意义，把节省下来的钱为单位、
为职工多办些实事好事，
影响更深远。
因此，
笔者以为，
就这一点而言，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
学院办
“史上最抠门校庆”
之举，
无疑值得我们各级地方、
部门借鉴和学习，
值得点赞，
值得大力提倡。 叶金福

启东市纪委监察局公开选调公务员简章
根据工作需要，市纪委监察局 （1977 年 1 月以后出生）
决定公开选调 20 名工作人员。现将
6.身体健康。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一、选调原则
不得报名：
公开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
1.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的；
争、择优选调。
2.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
二、选调范围和条件
尚未作出结论的；
（一）选调范围
3.有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合到
本市机关中已进行登记备案
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
且在编在岗的公务员。
三、选调程序
（二）选调条件
（一）报名与资格审查
1.热爱纪检监察事业，具有良
1.公开报名。采用现场报名的
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质， 方式（报名表从《启东廉政网》或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遵纪守 《启东党建网》下载）。报名时本人
法，
廉洁奉公，
作风正派。
需如实填写《市纪委监察局公开选
2.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
调公务员报名表》一式两份，粘贴
度。
本人照片（近期 2 寸免冠正面彩色
3.职务层次为科员及以下。
证件照），同时还需携带身份证、学
4.近 3 年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
历学位证书、相关资格证书、启东
职及以上等次。
市级及以上各类奖励证书、相关工
5.年龄一般在 40 周岁及以下。 作经历及工作成果（发表的文章）

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近三年年度
考核结果证明。
2.资格审查。市纪委监察局会
同市公务员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
查，对信息填报不全的，由参加公
开选调人员按要求如实补充填报。
如 发 现 有 弄 虚 作 假 的 ，将 取 消 资
格，
并通知有关单位严肃处理。
3.报名时间。2018 年 1 月 5 日
至 1 月 16 日，上午 8:30-11:30，下
午 2:00-5:00，
逾期不得报名。
4.报名地点。市纪委干部管理
监督室（市行政中心 1021 室，联系
电话：
83119251）
（二）适岗评价与素能考评
适岗评价主要从学习工作经
历、工作成果、考核奖惩情况等方
面考察报名人员能岗相适度，满分
100 分。市纪委根据选调职位要求，
组织素能考评。素能考评主要了解
政策理论水平、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情况，满
分 100 分。
（三）体检、
考察
适岗评价、素能考评成绩按 5：
5 的比例折算最终得分，在素能考
评成绩均合格人员中，从高分到低
分，以公开选调计划 1:1 的比例确
定体检和考察人选。体检执行《公
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
因体检不合格出现缺额的，从高分
到低分依次递补。对体检合格者，
按照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要
求以及政治业务素质、岗位适应程
度等进行全面考察，突出对政治品
质、道德品行的考察。考察对象所
在机关（单位）应当积极支持和配
合考察工作，客观真实反映情况。
考察结果作为人员选调的重要条
件，考察不合格者，取消选调资格，
并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四）公示、
办理相关手续

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商市委
组织部确定拟选调人员 （无合适
人选的，可减少选调计划），对拟
选调人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
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
有问题反映，经查属实影响任职
的，取消选调资格。对公示期间
无问题反映或反映问题不影响选
调的人员，试用 3 个月。试用期满
胜任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办理相
应的调动手续，不胜任者回原单位
工作。
四、组织领导
本次选调工作在市纪委和市
委组织部共同领导下进行，相关职
能科室牵头做好具体工作。
本简章由市纪委负责解释。
中共启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启东市委组织部
2018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