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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发布2019年投诉举报数据分析报告 哪类商品投诉最多钥 主要问题在哪钥

“坑”
@ 市民，记得避开这些消费
投诉举报 113654 件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5
月 11 日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叶2019 年度投
诉举报数据综合分析报告曳渊以下简称叶报告曳冤显示袁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袁 该局通过全
国 12315 平台尧省 12315 平台尧市政府 12345 热线等各
类 渠 道 共 接 收 投 诉 87551 件 尧 举 报 26103 件 袁 共
113654 件袁挽回经济损失 984.49 万元遥

投诉

87551 件

全国 12315 平台共接收投诉尧举报办件 3926 件
省 12315 平台共接收投诉尧举报办件 10410 件
市 12345 热线共接收投诉尧举报办件 99318 件

预付式消费
不要一次性存入过高金额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了解
到袁随着消费领域不断拓展袁消
费形式不断出新袁 在销售服务
投诉中袁预付式消费投诉近几年
一直呈现增长趋势袁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选择在商家充值以享受
更为优惠的服务遥 但预付式消
费因市场覆盖面广尧 资金和经
营行为监管难尧经营者缺乏诚信
意识尧服务质量无保障等问题导
致维权困难袁已连续多年处于投
诉多发领域遥 此类投诉主要涉
及的行业有院健身会所尧美容美
发尧餐饮尧汽车美容尧游乐场等袁
反映的问题主要是院 商家因转
让尧资金链断裂等原因未按约定
开门营业或者突然关门不营业袁

导致消费者的预存款无法使用
和退还曰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
者办卡曰不按约定履行办卡时的
承诺曰随意限制消费尧余额不予
退还或设置门槛等遥
叶报告曳建议消费者在购买
和使用预付式消费时注意以下
几点院一是办理前要对商家进行
一个综合的了解袁尽量选择规模
大尧信誉高尧经营状况良好的商
家曰二是避免冲动消费袁充值前
要详细了解使用条款袁不要一次
性存入过高的金额袁降低消费风
险曰三是消费后要记录每次使用
后的余额袁 保存好消费凭证袁以
便作为今后维权依据遥

租赁服务平台
有规模的
要选择正规的、
叶报告曳认为袁在消费观念
的转变和野共享冶经济的不断发
展下袁以野租冶代野买冶的消费模
式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和选择遥 但是由于押金可以重
复收取袁 退还押金周期长且缺
少进行第三方监管袁 一旦企业
经营不善将对押金安全造成较
大隐患遥 在涉及租赁服务的投
诉中袁 反映车辆租赁或充电宝
租用等共享服务押金难退的问
题比较突出袁 如租用的商品存
在质量问题尧 租赁期满后押金
退还拖延尧 租赁过程中产生故

障或违章纠纷责任不清尧 未按
合同约定随意扣除押金尧 未按
约定的标准来计费尧 车辆出险
损坏纠纷等遥
叶报告曳建议消费者在使用
租赁服务时袁 一是要选择正规
的尧有一定规模尧押金金额不大
的租赁服务平台曰二是在租赁前
仔细阅读使用条款等信息袁取得
租赁产品后检查是否完好曰三是
在使用完毕后及时申请押金退
回曰四是注意留存提交押金的凭
证或 APP 页面截图等信息袁以
便发生纠纷时进行维权遥

我省开展野三无冶船舶清理整治

“黑船”咋管？
权威解读来了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柯育超冤9 日袁全省野三无冶船
舶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叶关于
开展全省野三无冶船舶清理整治的通
告曳渊以下简称叶通告曳冤袁并从发布之
日起施行遥 11 日袁全省野三无冶船舶清
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就叶通告曳相关问题予以解读遥
长期以来袁 因缺乏有效监管袁我
省野三无冶船舶渊野无船名船号尧无船舶
证书尧无船籍港冶的船舶冤的增长势头
得不到有效遏制遥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
不断深入袁野三无冶船舶的存在将给我
省反走私尧反偷渡等监管带来极大压
力袁影响国家赋予海南的政策落地实
施尧释放改革红利遥 野管得住冶是野放得
开冶的先决条件袁各市县尧各部门要站
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袁把此次清理整治
工作抓好落实袁全力保障自贸港政策
顺利落地实施遥
而且袁野三无冶 船舶建造成本低袁
建造工艺不规范袁适航能力差袁难以
通过船检机构的专项检验袁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遥 各市县尧各部门要站在对
人民群众负责的高度袁坚决消除野三
无冶船舶这一水上安全隐患遥
此次整治工作共分部署调研摸

底尧全面实施尧巩固提升三个阶段遥 其
中部署调研摸底阶段从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袁 全面实施阶段从 5 月 1 日
至 11 月 30 日袁 巩固提升阶段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遥
野三无冶船舶清理整治工作如何
进行分类处置钥 一是对本省交通运输
类野三无冶船舶和进入我省的外省野三
无冶船舶依法从严打击整治曰二是对
涉渔野三无冶船舶依法采取措施并逐
步消化拆解曰三是对无照尧违规的修
造船厂依法从严打击整治曰四是 3 年
内全面完成本地区核定的 野三无冶船
舶拆解工作袁其中交通运输野三无冶船
舶在年内拆解完成曰五是坚决打击整
治行动启动后新下水本省 野三无冶船
舶袁严控增量遥
叶通告曳指出袁野三无冶船舶应当编
挂治安识别号牌遥 治安识别号牌是对
野三无冶船舶治安监管的重要措施袁不
是承认野三无冶船舶合法袁不是野三无冶
船舶出海的依据遥
对擅自关闭船载北斗终端尧 人为
影响设备收发信号尧 擅自拆借船载北
斗终端尧使用他船船载北斗终端的袁一
律视为逃避监管袁该船舶被列为下一
批野三无冶船舶拆解计划并优先处理遥

投诉举报接收渠道

举报

26103 件

通 过 12315 系 统 接收 的
涉及举报类办件 4136 件

涉及消费维权类办件 29521 件
商品类 13001
件袁占维权类办件的

商品类举报

1555 件袁占举
报 总 量 的

44.04%

37.6%

服 务 类 16520
件袁 占维权类办件的

服务类举报

2581 件袁占举报
总量的 62.4%

55.96%

商品类举报量 TOP5

商品类投诉量 TOP6
投
诉
类

交通工具 3183 件
家居用品 1735 件
服装鞋帽 1383 件
一般食品 1284 件
家用电器 1124 件
装修建材 878 件

主要集 中 在
售后服务尧合同尧
质量三个方面遥

举
报
类

服务类投诉量 TOP6
销售服务 5470 件
租赁服务 3689 件
餐饮和住宿服务 1351 件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1080 件
制作保养和修理服务 1008 件
教育培训服务 935 件

主要集中在院
无照经营尧 销 售
野三无冶 或假冒伪
劣产品尧 短斤 缺
两尧 低标高结尧强
制消费尧 传销尧虚
假宣传等方面遥

一般食品 449 件
家居用品 140 件
交通工具 138 件
房屋 110 件
烟酒和饮料 110 件

服务类举报量 TOP5
主要集
中在合同尧售
后服务尧安全
三个方面遥

餐饮和住宿服务 583 件
销售服务 462 件
行政事业性服务 322 件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179 件
金融服务 156 件

淘宝荔枝季发放巨额补贴 100 元优惠券限量领取

比鸡蛋还大的火山荔枝王限量上市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5 月 11 日袁天猫野正宗
原产地严选冶 海口火山荔枝王的发
布会举行袁海口火山荔枝王袁最野尖
货冶的一批袁经过天猫野正宗原产地
严选冶认证袁推出特别定制款袁开始
限量发售遥
为了回馈淘宝和天猫的吃货袁5
月 11 日至 5 月 13 日袁 天猫农场针
对海口火山荔枝王发放大额补贴袁
100 元优惠券限量领取遥
海口火山荔枝王每一颗比鸡蛋
还大袁重达 70 克左右袁是荔枝中的

极品袁产量也非常有限袁仅占海南荔
枝产量的 1%遥
平时袁 海口火山荔枝王在淘宝
和天猫的售价是每斤 60 元左右袁而
此次推出的野正宗原产地严选冶定制
版的海口火山荔枝王袁 不仅品质最
优袁领券后仅 79 元/3 斤袁折合每斤
仅 26 元遥
发布会活动当天袁 海口市副市
长龙卫东尧 天猫食品生鲜营销总监
张鹏尧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芳
等领导出席了活动袁 支持海口火山
荔枝王打响荔枝季的第一枪遥

张鹏表示袁 今年阿里巴巴重启
野春雷计划冶袁 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
兴农助农袁 帮助海口等全国各个优
质农货产区袁 打造自己的超级产地
名片遥
海口火山荔枝王袁 之所以成为
野正宗原产地严选冶第一枪袁是因为
它作为荔枝中的尖货袁产量稀缺袁仅
占海南荔枝产量的 1%遥 它的果径在
所有荔枝中最大袁 单果重量高达 70
克左右袁肉质软袁汁多味甜袁很受消
费者欢迎遥

警企联合袁警保联动

海口首个“新安巡防”共建点启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孟伟荣 摄
影报道冤5 月 10 日袁野新安巡防冶碧
桂园中央半岛共建点创建启动仪式
在海口市新埠岛举行袁 这是海南省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渊筹备组冤海口
支队新埠派出所联合中央半岛项目
共同建设袁 也是海口首个 野新安巡
防冶共建点袁设置 3 个巡逻执勤点遥
启用后袁 将有效提升新埠岛地区的
治安防控工作遥
据介绍袁野新安巡防冶 是新埠派

出所学习野枫桥经验冶并结合新埠岛
实际情况袁 于今年创新提出的社会
面治安防范品牌袁意为野新埠岛安全
巡防冶袁通过强化警企联合尧警保联
动袁采用共建尧共治尧共享的群防群
治模式袁提升辖区的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水平袁实现野新安巡防袁让您心
安冶的工作目标遥 新埠派出所每天
都会有民警带领 共建 点 安 保 人员
开展路面及岸线巡逻袁打造平安稳
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袁提升辖区群众
安全感遥

野我们还将围绕耶新安巡防爷这
一品牌袁与辖区内的村尧居委会和重
点企事业单位合作袁 至少再建 4 个
类似的共建点袁实现从小区安全管
理到路面安全管理全覆盖袁岸线管
控实现闭合遥 冶新埠派出所负责人
表示袁除了共建点的建 设袁新埠街
道办和新埠派 出所 目 前 还计 划 在
辖区内成立一个维权调解中心袁用
于化解各类纠纷矛盾袁维护社会稳
定袁确保平安不出事尧矛盾不上交尧
服务不缺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