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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物价局向全省县级物价局配发价格监督检查专用车。

今年

5

月

8

日，是我省

12358

价格举报电话开通

10

周

年纪念日。

10

年来，全省各级价格举报中心以化解价费

矛盾、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维护群众价费权益、保持社

会稳定为已任，以“争一流服务、树一流形象、创一流业

绩”为工作目标，为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了贡献。

12358

维权直线

10

年前，全省没有统一的价格举报电话，群众价费

权益受到侵害时，主要靠上访或信函，既费时、费钱，又

很不方便。记得当时有一位偏远地区的患者，为反映住

院期间医院的乱收费问题，从县上访到市，从市又上访

到省， 先后跑了三四个部门， 最后才找到我局得到解

决，但此时他仅路费和食宿费就花费了

3000

多元。

2001

年

5

月

8

日我省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电话正式开通后，群

众的价格维权多了一条简便、快捷、经济的渠道。

举报电话开通的第二天， 衡阳市价格举报中心就

接到一位黄姓消费者打来的电话， 反映在某公用电话

亭拨打电话时，电话机主多收了他五毛钱。黄先生感到

很委屈，认为自己的价格权益受到了侵害，就打出租车

到相关部门投诉，想讨个说法，结果车费花了

30

多元，

问题没得到解决， 最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

“

12358

”。衡阳市价格举报中心接到举报后，立即派人

到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属实， 当即责成机主清退多收价

款，并补偿黄某车费

30

元。黄某十分感激地说：“我花了

30

多元车费东奔西跑未解决问题， 想不到拨一个电话

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我在乎的不是这五毛钱，而是

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看能否得到政府的保障。”

12358

民生热线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10

年来价格举

报工作人员始终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对群众的真挚感情

在工作。

2008

年

1

月春运期间， 漫天大雪，

21

日下午

4

时， 桃江县价格举报中心接到举报， 反映益阳市至该

县鸬鹚渡镇淘金村客运车趁机涨价， 县价格监督检查

局立即派出检查人员赶到举报者位于淘金村的家中核

实情况， 短短几十公里路程， 因冰雪影响竟花费了三

个多小时。 经核实， 该举报者当天下午乘湘

H**599

客车回家， 车主擅自将规定

10

元的票价涨至

15

元， 举

报者因拒付乱涨价部分被中途甩下。 检查人员立即与

车主联系， 宣讲价格政策， 迫于压力， 第二天下午，

车主主动前往县物价局接受处理， 并就乱涨价和甩客

行为向社会公开道歉。

2009

年冬天， 一位老爷爷向株洲市价格举报中心

举报电业局和自来水公司在水电改造中乱收费， 而老

爷爷提供的资料并不齐全。检查人员四次走访、取证，

情况调查清楚后，老爷爷却已经搬了新居，询问邻居，

邻居也不知道具体去向。当时寒风凛冽，检查人员不顾

严寒，穿梭于几个小区，千方百计打听到老爷爷的新房

地址，可他却又到深圳儿子家过年去了。最后检查人员

只得将举报的办理情况和联系方式写在纸条上， 塞进

门缝。春节过后，老爷爷回到株洲，看到纸条，深受感

动。年后上班的第一天，老爷爷就捧着“呕心为民”的锦

旗赶到举报中心， 满脸笑容地对检查人员说：“谢谢你

们送给我的新年礼物，这么冷的天，辛苦你们了！”

12358

维稳前线

春江水暖鸭先知。价格举报中心，是各级价格部

门最先感受社会价费矛盾、 群众关切和预知价费突

发事件苗头的部门。

10

年来，各级价格部门充分利用

价格举报反应灵敏的特点，主动化解价费矛盾，加强

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持价格

总水平基本稳定。

2003

年一场肆虐全国的 “非典”在

我省蔓延，确保本地不出现“非典”病例成为各级政

府的首要责任。

4

月

28

日， 省价格举报中心接到群众

举报，

107

国道临湘段有单位拦车对过往车辆收取消

毒费，小车每台

5

元、大车每台

10

元。我局接到举报

后，一边通知相关单位停止收费，一边派检查人员火

速赶赴现场调查处理。情况很快查明，临湘市羊楼司

镇卫生院为防止“非典”扩散，擅自决定在由湖北进

入湖南的

107

国道上设卡收取车辆消毒费，到调查时

止共收费

1510

元。 省物价局当即决定没收该单位违

法所得，并处

12

万元罚款，同时建议卫生部门对该院

院长就地免职。当天，省物价局向全省发出禁止收取

非典消毒费的紧急通知， 晚上中央电视台对该事件

公开曝光，第二天国家发改委向全国转发我省通知。

一场借“非典”形成的乱收费风波就此平息。

今年

3

月中旬，一场食盐抢购涨价风波从沿海地区

波及我省，

16

日下午至

17

日两天全省共接到群众举报

3472

起， 其中省价格举报中心就接到举报电话

278

起。

我局接到举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省出动价格检

查人员近万人次，对超市、集贸市场等食盐供应点进行

提醒告诫和价格检查， 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200

多起，清

退多收价款

5

万多元，罚款

8

万多元，并公开曝光了

9

起

价格违法案件。仅用了一天多时间，就平息了食盐抢购

涨价风波。

12358

网络连线

经过

10

年的发展，“

12358

”已不仅仅是一个举报

电话号码， 而是已成为一个以 “

12358

” 为象征，以

12358

电话举报为主体，有机融合来信、来访、电子邮

件、网络、短信、传真等多种受理方式，同时整合省长

信箱、 局长信箱等多种诉求渠道的价格咨询投诉举

报平台。 特别是今年

5

月

8

日我省价格网络举报开通

后，将形成一个多支点、全方位、立体交叉的价格咨

询投诉举报网络。

2009

年

5

月，株洲市碧玉花园业主向省物价局网上

局长信箱反映， 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擅自提高生活用水

价格。我局迅速责成株洲市价格监督检查局调查处理，

核实举报者反映情况属实， 检查人员当即责令物业公

司停止违法行为并清退多收价款， 整个案件从受理到

查处只用了

10

天时间，举报者写来感谢信，称赞价格部

门的高效率。

2010

年

3

月，邵阳农民宋某通过红网论坛举报邵阳

市某司法鉴定中心违规收费。 我局领导见帖后立即派

人查处，将多收费用及时清退给了举报者，并对该中心

两年来收费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宋某随后在红网发

帖：“没想到物价局会这样重视一个老百姓的举报，感

谢物价局！”

2010

年

4

月，网友一叶菩提以“相比其他政

府职能部门，我省各级物价部门值得表扬”为题，在红

网《百姓呼声》栏目发帖，赞扬娄底、株洲、郴州、岳阳等

地价格举报中心“重视网友投诉，行动积极，态度诚恳，

处理问题及时高效、落到实处。”据《百姓呼声》栏目统

计，

2010

年，全省价格部门通过互联网主动回应查处的

典型案例已近

50

起。 负责投诉处理的编辑感慨地说：

“我对价格部门印象特别深，他们从不忌讳批评，从未

因批评而删帖；他们上网收集舆情很主动，查处回复很

积极。特别是一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举报，只要一

公布，很快就可以看到价格部门的回复。”

12358

时刻在线

经过

10

年的努力， 目前我省

12358

价格举报

365

天

24

小时受理，各级价格举报中心都成立了应急分队，已

实现突发事件城区

2

小时到达处置、 偏远地区

4

小时到

达处置的目标。 在群众中，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诸如

“

12358

，价费维权就拨它”、“

12358

，价格问题就找它”

的顺口溜，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价格监管部

门的信任。价格问题，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我们用

10

年的心血和汗水打造了一个与民沟通的平台， 我们利

用这个平台倾听民声、化解民忧、维护民权，铸就了一

个有口皆碑的形象和品牌。

价格举报是联系政府价格工作与人民群众价费诉求最直

接的纽带。为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2001

年

5

月

8

日我省

12358

价格

举报电话正式开通。

10

年来， 全省价格举报工作在应对重大突

发事件、化解价费矛盾、宣传价费政策、打击价格违法、维护群

众价费权益、 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今天我省还将开通价格网络举报，进一步完善

12358

平台建设，

全省价格部门务必要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开创全

省价格举报工作新局面。

一、深刻认识当前价格举报的新形势

1

、价格举报随着价格上涨有所增加。当前正处在价格上涨

周期，今年

1-3

月份全国

CPI

上涨

5.0%

，通胀压力巨大。尽管推动

此轮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流动性充裕、 国际市场价格上

涨、国内农产品价值合理回归、成本上升、经济快速发展内需增

加、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及收入调整等，但人民群众在看待价格

上涨，关注的只会是因涨价带来的支出增加，即使是市场调节

商品的涨价，也会引来群众的不满和举报。今年一季度全省受

理价格投诉举报

1.4

万起，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5.6%

。

2

、价格举报越来越指向体制机制矛盾。从数据分析，人民

群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通信等问题，我

省

2010

年

70.4%

的价格投诉举报都集中在这些领域。这些领域表

现出的高房价、上学贵、就医贵、高收费、隐蔽收费等问题，虽然

表面上看是价格问题，实质上是国家经济生活中体制机制矛盾

在价格关系上的反映，与财政投入不足、行业门槛过高、资源分

配不均、信息掌控不对称、行业道德缺位等有密切关系。

3

、价格举报越来越呈现不确定性。一方面，价格问题联系

千家万户，近些年来，由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人民群众、特别

是低收入群体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越来越敏感，价格问题极易引

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诱发价格异常波动、价费纠纷的原因也

越来越复杂，涨价传言、炒作价格、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加上

消费者的不理性消费，使得经营者有机可乘，使价格举报的定

性变得复杂。

4

、职业价格举报群体开始出现。近几年来，各地不断出

现职业维权群体，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维护自身权益，而是代

理他人举报，或者进行一些小额公益维权。这些举报往往是

反复举报、群体举报、越级举报、甚至彼此之间进行联络，短

时间在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进行连锁式举报。如何处理这些

群体的举报，已经成为做好价格举报工作的重要命题。

二、充分发挥

12358

价格举报职能作用

1

、窗口桥梁作用。价格举报是政府价格部门了解群众价

费诉求的重要窗口，是价格部门宣传价费政策、为民排忧解

难、联系千家万户的桥梁纽带，同时也是价格工作取信于民、

提升价格工作权威的重要平台。全省价格部门要认真负责地

受理和查办群众举报事项，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牢固树立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12358

，维权在物价”的良好形象。

2

、宣传发动作用。价格违法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动员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中来，对于做好价

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高群

众的监督参与意识，极大地鼓舞群众依法依规开展价格举报

的热情和信心，把人民群众对乱收费、乱涨价等价格违法现

象的不满和诉求，转化为实际的举报行动。

3

、保护激励作用。对人民群众举报的违价信息一经核实

要坚决予以打击， 维护消费者和守法经营者的价费权益，警

示经营者，震慑市场违价行为。同时，在查处市场违价案件的

过程中，也要严格为举报人保密，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严厉

进行查处，激励消费者通过价格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线索收集功能。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加大相关行业和

领域价格监管力度，对一些带有政策性、倾向性、群体性的各

类来信来访，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应对，防止矛盾激化和

群体事件发生，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对价格

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要

认真梳理，属于价格职能范

围内的，及时对政策进行完

善，不断改进价格工作。

三、进一步提升价

格举报工作水平

1

、增强服务意识。在受

理处置价格举报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和保护

人民群众价格举报的权利，

对群众来访来电要热忱接

待，对群众通过各种渠道的

价格举报要认真负责办理，

坚决杜绝干涉群众正常价

格举报活动的错误做法，确

保价格举报渠道畅通。另一

方面在处置价格举报时，能

够调解的，要善于把握双方

的博弈状况 ， 提出调解方

案 ，争取双方认同 ；需要对

经营者进行处罚的，也要宣

传价格法律法规和价费政

策，强化经营者的守法经营

意识。

2

、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

对价格举报工作的领导，领导

同志也要亲自参与处理一些

重大疑难价格举报案件，要做

好全局协调工作，加强部门之

间的配合，明确分工，落实责

任。同时，要强化价格举报工

作队伍的建设，多选派一些政

治素质过硬，有一定协调处理

问题能力， 工作责任心强，服

务态度好的人员从事价格举

报工作，在工作待遇、个人发

展方面也要多关心从事价格

举报工作的同志。

3

、提升工作能力。一是

依法行政的能力，对群众举

报 ，需要立案调查的 ，及时

立案查处回复； 超出政策、

法规的，也要向群众耐心细致地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二是应

急处置的能力，价格举报的问题往往涉及群众最直接、最现

实的权益，举报人往往情绪激动，对举报人一些过激的言辞，

不能硬碰硬，要通过沟通化解冲突；对其他一些举报中的突

发事件、群体上访等紧急情况，也要妥善化解。三是研究分析

能力， 要能够迅速捕捉群众举报中反映出的市场价格动态

和市场价格秩序情况，准确分析举报形势，把握价格举报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4

、扩大品牌效应。要把建设好

12358

价格举报平台作为

价格部门创先争优、转变工作方式的重要手段，以开通价格

网络举报为契机，充分整合来电、来信、来访、电子邮件、网上

发帖等举报渠道，丰富

12358

平台资源；建立健全快速反应机

制，将

12358

打造成价格工作的一项品牌。除了倾听群众价费

诉求，查处违价行为，

12358

价格举报平台还要不定期对群众

反映的热点价费问题，通过网络公示、召开典型案例通报会

等办法，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价费政策，扩大影响。

热烈庆祝

12358

价格举报电话开通 周年

价格既是民生，又是政治。价格举报是

价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和政府与

广大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特别是在当

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加强价格举报

工作尤为重要。这次省物价局举办

12358

价

格举报电话开通

10

周年宣传纪念活动并开

通价格举报网上受理系统， 就是要充分发

挥价格举报在维护群众利益、 化解价费矛

盾、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扩大

价格举报工作的社会影响， 体现党和政府

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

一、“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电

话开通

10

年来， 在全社会有地

位、有作为、有影响

2001

年

5

月

8

日 ，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

“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电话在全国开通。

10

年来， 全省各级价格部门依托 “

12358

”平

台，不断强化职能作用，提高处置效率，在

应对重大价费事件、化解价费矛盾、维护群

众权益、 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

1

、价格举报成为全省价格工作的响亮

品牌。在全省各级价格部门的不懈努力下，

我省目前已完成来电、来信、来访和电子邮

件相结合的价格举报体系，形成了多渠道、

多支点、全方位的价格举报网络。我省价格

举报中心已经成为宣传价格政策法规的重

要窗口，“

12358

”热线成为倾听群众价格诉

求、处理价费矛盾的重要平台，社会的知名

度和群众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2

、价格举报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大事多、急

事多、难事多，雨雪冰冻灾害、全球金融危

机、 日本地震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对群

众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市场价格异

常波动频繁，群众举报咨询数量激增。价格

部门顶住巨大压力，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

过价格举报平台， 大力宣传政府临时价格

干预措施等价格法律法规和价费政策，严

肃查处价格举报案件，并以举报为线索，加

大相关行业和领域价格监管力度， 有效维

护了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

3

、价格举报成为党和政府为民排忧解

难的民生热线。“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电话

自开通以来，

10

年来全省共受理群众咨询、

投诉、举报

274754

件，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

件

37997

起， 退还消费者多付价款

13427

万

元， 有效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价格权

益。

二、积极顺应形势发展变化的

新要求， 切实增强价格举报工作

的责任感

当前，国内外环境仍然极为复杂，国际

市场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

通胀压力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 我国物

价同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明显增强。保

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已成为今年我国

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也是最为紧迫的任

务。在这关键时期，人民群众对涨价预期越

来越关心，越来越敏感，尤其现在是信息网

络时代，各种涨价传言越来越多，一旦处理

不当，就会引发群体事件，造成社会动荡。

价格举报作为群众与政府沟通联系的重要

渠道， 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群众最为关注的

各种价格问题， 从而将价格违法行为遏制

于出现之初， 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消除在

萌芽状态。因此，各级物价部门一定要充分

发挥价格举报的窗口和纽带作用， 切实为

民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

1

、 加快完善价格举报快速反应机制。

当前，从总体来看，市场供应是充裕的、有

保障的， 绝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或者供求

基本平衡，不存在短缺的问题。但是，物价

走势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局部领域、局

部地区有可能出现价格异常波动， 特别是

人民群众对那些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重

要居民消费品价格，比如米、肉、菜、油以及

房地产、成品油等价格极为敏感。一旦这些

相关商品价格出现异动， 价格举报往往将

在这些领域和地区瞬时骤增。 各级价格部

门一定要进一步完善价格举报快速反应机

制，以最快的反应速度办理举报案件，及时

做好释疑解惑工作， 打消群众的顾虑，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切实维护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价格权益。

特别是要以这次开通网上价格举报系

统为契机， 进一步拓宽价格举报领域，

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确保人民群众反映

的价格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受理 。同

时， 要快速向政府报告重要举报信息，

为组织开展相关执法检查提供重要依

据。

2

、 切实增强做好价格举报的责任

心。做好价格举报工作，关键是要有责

任心。 每天处理群众来电来信来访，工

作看似繁琐，但都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大事，如果推诿扯皮，久拖不决，

就容易激化矛盾，导致事态恶化，甚至

引发不必要的突发事件。因此，各级物

价部门特别是价格举报部门的同志们

一定要怀有强烈的责任心，对群众和企

业的价格投诉要一丝不苟、 认真办理，

在与群众的接触中倾注真情，让群众真

正产生“拨打

12358

，就像回到家”的亲切

感，让群众产生“

12358

，维权在物价”的

信赖感。

3

、 不断提高价格举报的办理质量。

规范程序、提高质量是做好价格举报工

作的根本保障。价格举报的内容涉及方

方面面，只有规范了举报程序，提高了

举报办理质量，才能真正为群众解难、为政

府分忧、 为发展服务。 对于价格举报的受

理、登记、呈批、立案、检查、处理、回复等各

个环节， 各级价格举报部门都应当严格按

照程序操作，严格依法行政，确保办理的每

一个价格举报案件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经得起复查、复议和诉讼的检验。对群

众通过价格举报反映的少数经营者囤积居

奇、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等违法行为，要严

肃查处，绝不姑息。

三、落实保障措施，为价格举

报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价格举报工作是价格监管的基础性工

作，是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做好群众工作的

重要举措。

1

、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

领导要高度重视价格工作， 敢于直面价格

矛盾， 亲自参与处理一些重大疑难价格举

报案件。农业、商务、民政 、财政 、国土 、建

设、公安、司法、税务等相关部门要有全局

意识， 加强部门之间的配合， 切实避免问

题、矛盾的积累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要加

大价格举报工作的投入， 确保有充足的人

力、财力保障。

2

、要加强队伍建设。做好价格举报工

作， 队伍是关键。 要选派一些政治素质过

硬，有一定协调处理问题能力，工作责任心

强，服务态度好的骨干人员，充实价格举报

队伍。 要进一步加强价格举报工作人员的

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提升业务技能，不断

提高队伍综合素质。

3

、要加强宣传发动。宣传价格政策、发

动群众举报， 是价格举报工作的一项重要

任务。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高群

众的监督参与意识， 把广大人民群众监督

价格政策执行、 维护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保

护好、发挥好，通过人民群众千万双眼睛的

监督，震慑各种乱涨价、乱收费等价格违法

行为， 确保党和政府的价格政策不折不扣

地落到实处。

加强价格举报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于来山

听民声 解民忧 维民权

———纪念我省“12358”价格举报电话开通10周年

省价格监督检查局

于来山考察集贸市场价格。

热烈庆祝

12358

价格举报电话开通 周年

10

一、价格举报有

4

种方式：

当您的价费权益受到侵害时， 您可选择

以下

4

种方式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1

、拨打“

12358

”价格举报电话；

2

、向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价格举报中心）

写信举报；

3

、到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价格举报中心）

举报；

4

、登录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政务网，进行

网络举报（省物价局政务网：

www.hnswjj.

gov.cn

）。

二、价格举报注意事项：

为使您的价费诉求得到及时、快捷的处

理，请您注意以下事项：

1

、尽量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举报；

2

、尽量提供被举报单位全称、当事人姓

名、地址、违法事实及相关消费凭据；

3

、提供您的真实姓名、通信地址、联系电

话，以便价格主管部门随时与您取得联系。

三、价格举报的办结时限：

一般价格举报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

结，情况复杂的价格举报，经价格主管部门领

导批准，可适当延期，但最长不超过

90

日；举

报案件办结后， 举报人要求答复且有联系方

式的，价格主管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会将办理

结果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举报人。

价

格

举

报

小

知

识

今年

5

月

8

日，是我省

12358

价格举报电话开通

10

周

年纪念日。

10

年来，全省各级价格举报中心以化解价费

矛盾、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维护群众价费权益、保持社

会稳定为已任，以“争一流服务、树一流形象、创一流业

绩”为工作目标，为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了贡献。

12358

维权直线

10

年前，全省没有统一的价格举报电话，群众价费

权益受到侵害时，主要靠上访或信函，既费时、费钱，又

很不方便。记得当时有一位偏远地区的患者，为反映住

院期间医院的乱收费问题，从县上访到市，从市又上访

到省， 先后跑了三四个部门， 最后才找到我局得到解

决，但此时他仅路费和食宿费就花费了

3000

多元。

2001

年

5

月

8

日我省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电话正式开通后，群

众的价格维权多了一条简便、快捷、经济的渠道。

举报电话开通的第二天， 衡阳市价格举报中心就

接到一位黄姓消费者打来的电话， 反映在某公用电话

亭拨打电话时，电话机主多收了他五毛钱。黄先生感到

很委屈，认为自己的价格权益受到了侵害，就打出租车

到相关部门投诉，想讨个说法，结果车费花了

30

多元，

问题没得到解决， 最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

“

12358

”。衡阳市价格举报中心接到举报后，立即派人

到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属实， 当即责成机主清退多收价

款，并补偿黄某车费

30

元。黄某十分感激地说：“我花了

30

多元车费东奔西跑未解决问题， 想不到拨一个电话

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我在乎的不是这五毛钱，而是

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看能否得到政府的保障。”

12358

民生热线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10

年来价格举

报工作人员始终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对群众的真挚感情

在工作。

2008

年

1

月春运期间， 漫天大雪，

21

日下午

4

时， 桃江县价格举报中心接到举报， 反映益阳市至该

县鸬鹚渡镇淘金村客运车趁机涨价， 县价格监督检查

局立即派出检查人员赶到举报者位于淘金村的家中核

实情况， 短短几十公里路程， 因冰雪影响竟花费了三

个多小时。 经核实， 该举报者当天下午乘湘

H**599

客车回家， 车主擅自将规定

10

元的票价涨至

15

元， 举

报者因拒付乱涨价部分被中途甩下。 检查人员立即与

车主联系， 宣讲价格政策， 迫于压力， 第二天下午，

车主主动前往县物价局接受处理， 并就乱涨价和甩客

行为向社会公开道歉。

2009

年冬天， 一位老爷爷向株洲市价格举报中心

举报电业局和自来水公司在水电改造中乱收费， 而老

爷爷提供的资料并不齐全。检查人员四次走访、取证，

情况调查清楚后，老爷爷却已经搬了新居，询问邻居，

邻居也不知道具体去向。当时寒风凛冽，检查人员不顾

严寒，穿梭于几个小区，千方百计打听到老爷爷的新房

地址，可他却又到深圳儿子家过年去了。最后检查人员

只得将举报的办理情况和联系方式写在纸条上， 塞进

门缝。春节过后，老爷爷回到株洲，看到纸条，深受感

动。年后上班的第一天，老爷爷就捧着“呕心为民”的锦

旗赶到举报中心， 满脸笑容地对检查人员说：“谢谢你

们送给我的新年礼物，这么冷的天，辛苦你们了！”

12358

维稳前线

春江水暖鸭先知。价格举报中心，是各级价格部

门最先感受社会价费矛盾、 群众关切和预知价费突

发事件苗头的部门。

10

年来，各级价格部门充分利用

价格举报反应灵敏的特点，主动化解价费矛盾，加强

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持价格

总水平基本稳定。

2003

年一场肆虐全国的 “非典”在

我省蔓延，确保本地不出现“非典”病例成为各级政

府的首要责任。

4

月

28

日， 省价格举报中心接到群众

举报，

107

国道临湘段有单位拦车对过往车辆收取消

毒费，小车每台

5

元、大车每台

10

元。我局接到举报

后，一边通知相关单位停止收费，一边派检查人员火

速赶赴现场调查处理。情况很快查明，临湘市羊楼司

镇卫生院为防止“非典”扩散，擅自决定在由湖北进

入湖南的

107

国道上设卡收取车辆消毒费，到调查时

止共收费

1510

元。 省物价局当即决定没收该单位违

法所得，并处

12

万元罚款，同时建议卫生部门对该院

院长就地免职。当天，省物价局向全省发出禁止收取

非典消毒费的紧急通知， 晚上中央电视台对该事件

公开曝光，第二天国家发改委向全国转发我省通知。

一场借“非典”形成的乱收费风波就此平息。

今年

3

月中旬，一场食盐抢购涨价风波从沿海地区

波及我省，

16

日下午至

17

日两天全省共接到群众举报

3472

起， 其中省价格举报中心就接到举报电话

278

起。

我局接到举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省出动价格检

查人员近万人次，对超市、集贸市场等食盐供应点进行

提醒告诫和价格检查， 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200

多起，清

退多收价款

5

万多元，罚款

8

万多元，并公开曝光了

9

起

价格违法案件。仅用了一天多时间，就平息了食盐抢购

涨价风波。

12358

网络连线

经过

10

年的发展，“

12358

”已不仅仅是一个举报

电话号码， 而是已成为一个以 “

12358

” 为象征，以

12358

电话举报为主体，有机融合来信、来访、电子邮

件、网络、短信、传真等多种受理方式，同时整合省长

信箱、 局长信箱等多种诉求渠道的价格咨询投诉举

报平台。 特别是今年

5

月

8

日我省价格网络举报开通

后，将形成一个多支点、全方位、立体交叉的价格咨

询投诉举报网络。

2009

年

5

月，株洲市碧玉花园业主向省物价局网上

局长信箱反映， 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擅自提高生活用水

价格。我局迅速责成株洲市价格监督检查局调查处理，

核实举报者反映情况属实， 检查人员当即责令物业公

司停止违法行为并清退多收价款， 整个案件从受理到

查处只用了

10

天时间，举报者写来感谢信，称赞价格部

门的高效率。

2010

年

3

月，邵阳农民宋某通过红网论坛举报邵阳

市某司法鉴定中心违规收费。 我局领导见帖后立即派

人查处，将多收费用及时清退给了举报者，并对该中心

两年来收费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宋某随后在红网发

帖：“没想到物价局会这样重视一个老百姓的举报，感

谢物价局！”

2010

年

4

月，网友一叶菩提以“相比其他政

府职能部门，我省各级物价部门值得表扬”为题，在红

网《百姓呼声》栏目发帖，赞扬娄底、株洲、郴州、岳阳等

地价格举报中心“重视网友投诉，行动积极，态度诚恳，

处理问题及时高效、落到实处。”据《百姓呼声》栏目统

计，

2010

年，全省价格部门通过互联网主动回应查处的

典型案例已近

50

起。 负责投诉处理的编辑感慨地说：

“我对价格部门印象特别深，他们从不忌讳批评，从未

因批评而删帖；他们上网收集舆情很主动，查处回复很

积极。特别是一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举报，只要一

公布，很快就可以看到价格部门的回复。”

12358

时刻在线

经过

10

年的努力， 目前我省

12358

价格举报

365

天

24

小时受理，各级价格举报中心都成立了应急分队，已

实现突发事件城区

2

小时到达处置、 偏远地区

4

小时到

达处置的目标。 在群众中，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诸如

“

12358

，价费维权就拨它”、“

12358

，价格问题就找它”

的顺口溜，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价格监管部

门的信任。价格问题，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我们用

10

年的心血和汗水打造了一个与民沟通的平台， 我们利

用这个平台倾听民声、化解民忧、维护民权，铸就了一

个有口皆碑的形象和品牌。

价

格

举

报

小

知

识

今年

5

月

8

日，是我省

12358

价格举报电话开通

10

周

年纪念日。

10

年来，全省各级价格举报中心以化解价费

矛盾、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维护群众价费权益、保持社

会稳定为已任，以“争一流服务、树一流形象、创一流业

绩”为工作目标，为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了贡献。

12358

维权直线

10

年前，全省没有统一的价格举报电话，群众价费

权益受到侵害时，主要靠上访或信函，既费时、费钱，又

很不方便。记得当时有一位偏远地区的患者，为反映住

院期间医院的乱收费问题，从县上访到市，从市又上访

到省， 先后跑了三四个部门， 最后才找到我局得到解

决，但此时他仅路费和食宿费就花费了

3000

多元。

2001

年

5

月

8

日我省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电话正式开通后，群

众的价格维权多了一条简便、快捷、经济的渠道。

举报电话开通的第二天， 衡阳市价格举报中心就

接到一位黄姓消费者打来的电话， 反映在某公用电话

亭拨打电话时，电话机主多收了他五毛钱。黄先生感到

很委屈，认为自己的价格权益受到了侵害，就打出租车

到相关部门投诉，想讨个说法，结果车费花了

30

多元，

问题没得到解决， 最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

“

12358

”。衡阳市价格举报中心接到举报后，立即派人

到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属实， 当即责成机主清退多收价

款，并补偿黄某车费

30

元。黄某十分感激地说：“我花了

30

多元车费东奔西跑未解决问题， 想不到拨一个电话

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我在乎的不是这五毛钱，而是

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看能否得到政府的保障。”

12358

民生热线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10

年来价格举

报工作人员始终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对群众的真挚感情

在工作。

2008

年

1

月春运期间， 漫天大雪，

21

日下午

4

时， 桃江县价格举报中心接到举报， 反映益阳市至该

县鸬鹚渡镇淘金村客运车趁机涨价， 县价格监督检查

局立即派出检查人员赶到举报者位于淘金村的家中核

实情况， 短短几十公里路程， 因冰雪影响竟花费了三

个多小时。 经核实， 该举报者当天下午乘湘

H**599

客车回家， 车主擅自将规定

10

元的票价涨至

15

元， 举

报者因拒付乱涨价部分被中途甩下。 检查人员立即与

车主联系， 宣讲价格政策， 迫于压力， 第二天下午，

车主主动前往县物价局接受处理， 并就乱涨价和甩客

行为向社会公开道歉。

2009

年冬天， 一位老爷爷向株洲市价格举报中心

举报电业局和自来水公司在水电改造中乱收费， 而老

爷爷提供的资料并不齐全。检查人员四次走访、取证，

情况调查清楚后，老爷爷却已经搬了新居，询问邻居，

邻居也不知道具体去向。当时寒风凛冽，检查人员不顾

严寒，穿梭于几个小区，千方百计打听到老爷爷的新房

地址，可他却又到深圳儿子家过年去了。最后检查人员

只得将举报的办理情况和联系方式写在纸条上， 塞进

门缝。春节过后，老爷爷回到株洲，看到纸条，深受感

动。年后上班的第一天，老爷爷就捧着“呕心为民”的锦

旗赶到举报中心， 满脸笑容地对检查人员说：“谢谢你

们送给我的新年礼物，这么冷的天，辛苦你们了！”

12358

维稳前线

春江水暖鸭先知。价格举报中心，是各级价格部

门最先感受社会价费矛盾、 群众关切和预知价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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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来，各级价格部门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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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一场肆虐全国的 “非典”在

我省蔓延，确保本地不出现“非典”病例成为各级政

府的首要责任。

4

月

28

日， 省价格举报中心接到群众

举报，

107

国道临湘段有单位拦车对过往车辆收取消

毒费，小车每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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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元。 省物价局当即决定没收该单位违

法所得，并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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