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 省工商局发布了2017年全省消费
投诉十大热点。2017年全省各级工商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消委组织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咨询、举报97.95万件，从消费
者投诉的情况来看， 日用百货、 交通工
具、家用电器投诉量居前三位。

2017年消费投诉十大热点分别是：
一、 日用百货类， 占投诉总量的

12.42%，主要反映问题为售后服务、产品
质量等。

二、 交通工具类， 占投诉总量的
9.47%，主要反映问题为售后服务、合同
等问题。

三、 家用电器类， 占投诉总量的
8.26%，主要反映问题为售后服务。

四、食品类，占投诉总量的5.98%，主
要反映问题为虚假广告和产品质量问题。

五、装修建材类，占投诉总量的4.49%，

主要反映问题为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
六、 通信器材类， 占投诉总量的

4.43%，主要反映问题为售后服务。
七、 居民服务类， 占投诉总量的

4.35%，主要反映问题为合同问题。
八、 电信服务类， 占投诉总量的

3.98%，主要反映问题为合同问题。
九、文化娱乐服务类，占投诉总量的

3.20%，主要反映问题为合同问题。
十、 互联网服务类， 占投诉总量的

2.20%，主要反映问题为合同问题。
同时，今天省工商局还发布了“十大

消费警示”，从“双十一”消费、共享单车
充值需谨慎、如何避免房屋装饰纠纷、节
日消费需理性、警惕网络传销披上“电子
商务”外衣、二手房交易、警惕网络传销
和非法集资、假期教育培训、大学生要防
范各类金融诈骗陷阱、 手机消费等10个
方面对消费者进行提醒。

省工商局发布
2017年消费投诉十大热点

日用百货、交通工具、家用电器投诉量居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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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维权举证难、成本高，曾让不少消费
者在权益受到损害时，选择了沉默。 这一
现象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

3月15日，省工商局发布了《湖南省消
费维权蓝皮书2017》（以下简称《蓝皮书》）
显示：2017年全省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及消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咨
询、举报97.95万件，比上一年增加46.96万
件，其中全省工商系统12315机构共接收消
费者诉求488284件，比上年增加99322件。

投诉有求必应，诉求大幅增长
“消费者维权诉求大幅增长，得益于

法规的健全和投诉举报渠道的畅通。 ”省
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吴卫说， 新修订的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于2017年
10月1日起正式实施，使得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更加健全；开通了网络投诉平台，
消费维权工作体系不断完善。

2017年，我省强化部门协作，建立了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
度，明确了24个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加
强省、市、县、所和旅游景区12315投诉举
报体系建设，开通全国12315互联网第一
期平台。 目前， 全省12315工作机构达
1281个，消费维权服务站达4464个，消费
维权网络遍及城乡。

执法力度加大，案件办结率高。2017
年，全省消费领域执法力度明显加大，全
年抽检商品5013组， 查办销售假冒伪劣
和不合格商品违法案件1459件； 全省各
级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消委组织
受 理 消 费 者 投 诉 案 件 办 结 率 高 达
95.87%，除少数举证不足的投诉外，基本
做到了投诉有求必应。

实体店消费投诉占总投
诉的比例为91.37%

全省工商系统12315消费维权数据

显示，2017年实体店消费投诉占总投诉
的比例为91.37%， 网络平台消费投诉占
总投诉的比例为7.14%，其他消费平台投
诉占比为1.49%。在投诉方式上，2017年，
全省工商系统12315机构共接收消费者
诉求488284件，其中452043件通过电话
进行申诉，占比高达92.58%。

实体店消费投诉和通过电话申诉为
何占绝对多数？

“取证的难易程度和投诉是否便利，
决定了消费者是否选择投诉维权。 ”省消
费者委员会秘书长吴卫分析认为， 从当
前的消费环境来看， 网络平台消费维权
纠纷在逐年增加， 但网络平台消费取证
相对较难， 而实体店消费维权取证更容
易，很多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维权纠纷时，
考虑到取证难、申诉方式复杂，从而放弃
了维权。 下一步，全省工商12315机构将
推出更多便利举措，方便消费者维权。

维权诉求城乡差别明显
2017年， 全省工商系统12315机构共

接收到消费维权咨询429285件，其中城镇
消费者咨询428949件， 占比高达99.92%，
农村消费者咨询类只有329件， 占比不到
1%；共接收到消费维权投诉49922件，其中
城镇消费者消费维权投诉49778件， 农村
只有144件； 共接收到消费维权举报9077
件，全部来自于城镇消费者。

数据显示， 消费维权诉求集中于城
镇消费者， 城乡差别显著。 从省工商局
掌握的情况来看， 农村有庞大的消费市
场， 维权诉求其实更多， 但由于农村消
费维权信息闭塞、 维权成本过高等原
因， 导致农村消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淡
薄， 在消费权益受到损害时， 多数选择
了“沉默”， 或通过其他非工商或非正
式途径来解决。 下一步， 我省工商系统
12315机构将从宣传、 教育、 组织机构
建设和技术力量投入等方面入手， 加大
在农村的消费维权工作力度。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陈青

“钟医生，我要离婚！ ”
3月7日10时许， 正在浏阳市家中休产假

的常德市康复医院精神科三病室主治医师钟
秋平，接到一位女患者打来的电话。 这位患者
4年前曾在常德住院治疗，是钟秋平的“老朋
友”。 钟秋平安慰她半小时，听到她丈夫“我和
她不离婚”的承诺后，才放下心来。

这时，钟秋平4个月大的女儿正在旁边嗷
嗷待哺。 为了自己钟情的事业，她把生孩子这
件人生大事也一推再推，35岁时才生下女儿。
现在虽在休产假， 但仍有不少患者或家属给
她打来电话咨询、求助。

“我想提前回常德，患者需要我。 ”钟秋平
惦记着她的患者和“老朋友”。

钟秋平是常德市康复医院引进的第一个
硕士研究生，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在读博士。
今年，是她在精神卫生岗位上坚守的第9个年
头。

钟秋平原本可以当一名妇产科医生。 让
人难以理解的是， 她最终倔强地选择做精神
科医生。“社会上不缺妇产科医生，却非常需
要精神科医生。 精神病人和家属所承受的痛
苦，让人心疼。 ”提起这个令人疑惑的选择，钟
秋平平淡地说。

“也许是受湖湘文化熏陶，钟秋平身上有
一种忧患意识、一种担当精神，更有一副仁医
风骨。 ”常德市康复医院党总支书记魏云说。

钟秋平认为， 精神科医生不只是为患者
医治疾病， 更多的时候是为他们的心灵撑起
一片晴空。

一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
头传来哭泣的声音：“我想死， 我把家里的药
都吃了，我觉得自己快死了！ ”钟秋平心里一
惊：“这不是小易吗？ ”原来，这是钟秋平认识
的一个女孩，其父母生了一个弟弟，女孩觉得
自己被家庭抛弃，想了结生命。 钟秋平及时与
女孩母亲沟通，让她给孩子做工作，打消了孩
子可怕的念头。 还有一位20多岁的漂亮姑娘
小岳，入院后拒绝治疗、吃饭，钟秋平就给她
喂饭、喂药。 在她细心照料下，小岳没多久就
出院了。

在不少患者看来，钟秋平像一位“知心姐
姐”，除了治疗，她跟他们倾心交流，他们也经
常找她倾吐心中郁结。“病人和家属太不容易
了，太痛苦了。 ”钟秋平柔弱的内心里，常常泛
起同情的涟漪。

钟秋平多次帮助贫困患者的事， 也为同
事们津津乐道。有一次，一个60岁左右的老汉
和老伴一起来看病，他的老伴是钟秋平的“常
客”。 这次想看病的是他自己，说精神压力大
睡不着觉。 但钟秋平发现女患者的病情更厉
害，便及时给她调整治疗方案，重新开了药。
过了一会， 钟秋平在拿药窗口看到老汉只拿
了自己的药，细问下得知是因为没钱。 钟秋平
二话不说，马上掏钱帮他买药。

“我最希望病人能逐渐融入社会，过上正
常人的生活。 这样， 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 ” 钟秋平说。
■点评

本来可以去妇产科，却选择去精神科，这
在一些人看来难以理解， 但钟秋平却有自己
的理由。 “社会上不缺妇产科医生，却非常需
要精神科医生。 精神病人和家属所忍受的痛
苦，让人心疼。 ”这句平实的话语里面，跳动着
一颗大爱仁心。

仁者，从人从二，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
爱。 将心比心、心忧病人，把病人当亲人，把病
人的需要看作自己的需要， 把帮助病人减少
痛苦当作自己最大的事，钟秋平的身上，体现
了一名好医生的高尚品格。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尹健 谢万波

“29年，村子怎么样了？ ”“当年下洞那边
很穷呢，现在变好了，应该告诉老人，让病中
的他高兴高兴……”3月14日， 台湾老兵吴有
恒找到永州亲人的新闻一经发布， 道县下洞
村马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出行吃住大变样
“他1989年回老家时，先是飞到桂林，然

后从桂林坐了四五个小时的大巴到县里，再
由县里派车送到村里。 离开村里时，我们喊了
一辆龙马牌农用车把他先送到乡政府。 ”谈起
1989年中秋时节吴有恒老人回老家时的情
景，现年75岁的堂弟吴有连记忆犹新。

而今，这种状况已经根本改变。 2009年，从
下洞村到镇上的水泥路修通了。 相比原来的黄
土路，不但路面更宽更平更直，而且路程近了
一半。 厦蓉高速全线贯通后，白芒铺互通离下
洞村不到5公里。“现在从我们村去桂林，满打
满算只要两个半小时！ ”吴有连高兴地说。

吴有恒老人当年离开家乡时， 村民们绝
大多数长期吃不饱穿不暖。“原先全村水田和
旱地加起来只有174亩， 这么多人土里刨食，
哪里能够吃饱穿暖？ 后来我们修好了后头山
水库，山地和旱地都变成了水田，人均达到一
亩左右，成了白芒铺乡的‘粮仓’，家家都有余
粮可以出售。 ”参加过6次人口普查的吴有连
老人，对这些情况烂熟于心。

当年，村里最好的房子是吴氏宗祠，青砖
黑瓦。 村民们的住房大多是低矮的水砖房，横
七竖八挤在一堆， 而且往往一座房子里挤了
好几户。 现在，楼房、小车在村里早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了。 村里在2001年有了第一台小轿
车，而今数量已达20余台，每5户村民就有一
台。“伯父再回老家， 我们直接到桂林去接
机！ ”吴有恒老人的堂侄们争相表示。

耕读传家一直未变
“有恒哥哥当年在县里读过书，算是有文

化的。 我没读几句书，不过我们家族都尊重读
书人。 ”现年81岁的堂弟吴有日，虽然文化程
度不高，待人接物却很是周到。

解决了温饱问题后， 全村人对教育子孙
后代看得更重。 这些年来，村里人通过上学跳
出“农门”的已有30多人，大多在党政机关和
教育、司法、卫生等战线工作。 其中学历最高
的吴儒宗博士，在贵州师范学院担任教授。 现
在，村里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考取大学。

“仓廪实而知礼节”， 村民们耕读传家、
团结互助的风气代代相传。 吴有恒老人所在
的家族， 现有人口240余人， 差不多占村民总
数的一半。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分户不分
家”， 逢年过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 往往有三
五桌， 热热闹闹， 其乐融融。 遇上大事， 家
族中人互相搭把手， 沟沟坎坎也少了很多。
现年55岁的村民吴德宗因左手受伤弯曲变形，
不能干重活， 加上妻子长年有病， 大儿子先

天残疾， 生活相当困难。 在族里兄弟的帮助
下， 他家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全家生活
也有了保障。 吴有恒老人的胞弟吴有明，当年
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放弃国家安排的
工作回到家乡。 夫妻俩未生育子女，便从邻村
领养了一个女孩。 如今，女儿吴桂妹已长大成
人， 能够自食其力。

小村迎来新机遇
“有恒哥哥当年回来十多天，为村里的发

展做了一些实事，提了一些点子，但大多数因
历史原因没有实现。 不过，他可以放心，现在
有了新机遇。 ”吴有恒老人的堂侄吴高文（原
村委会主任）说，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利好消
息已经传来。

据下洞村现在所属的湾田社区负责人介
绍，目前，列入下洞村经济社会发展大计的有
6件事。 一是2009年修建的村道提质改造；二
是建设年出栏10000头生猪的温氏养猪场项
目； 三是建设一个大型环保砖厂； 四是种植
500亩四季水果；五是修复吴氏宗祠并同时建
成村老年活动中心； 六是空心村改造和村容
村貌整治。 这6件事，其中3件是产业项目，拟
通过大户带动、村民入股的方式共建共享、共
同富裕。 作为村里的中坚力量，项目发起人吴
润松、吴高文等人激情满怀：我们的产业欢迎
每一位村民以土地、资金等不同方式入股。 村
老年活动中心建成后， 我们还要请有恒伯父
题词呢！

维权，消费者不再沉默

“87岁台湾老兵的亲人找到了”后续

29年，下洞村变了模样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妙手仁心钟秋平

� � � �钟秋平为病人服务。（资料照片）通讯员 摄

� � � �北京时间15日，2017至2018赛季欧冠联赛八强球队全部产生， 西甲成为最大赢家，
共有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与塞维利亚三支球队，英超晋级的是曼城和利物浦，意甲也有
尤文图斯和罗马两支球队晋级，另一支八强队伍是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图为巴塞罗那
队球员梅西（右一）在主场以3比0完胜切尔西的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国足排名
跻身亚洲前五

18日集结南宁备战“中国杯”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

国际足联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中国男足上
升3位排在第65名，跻身亚洲前五。为备战3月22
日在广西南宁揭幕的“中国杯” 国际足球锦标
赛，新一期国足将于3月18日开始集训。

中国男足的排名目前居于亚洲第五，伊朗、
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分列亚洲前四位。明年的
亚洲杯将在阿联酋进行，除了东道主外，亚洲前
五的队伍将成为分组抽签时的种子队。 如果能
够在4月时排名亚洲前五，中国队就能成为种子
队。不过亚洲第6名沙特阿拉伯队积分与国足很
接近。若国足可以在“中国杯”取得不错战绩，则
有望在国际足联4月排名中继续保持亚洲前五
位。由于“中国杯”的3支受邀客队乌拉圭、威尔
士和捷克队都是公认的劲旅， 中国队想要从对
手身上拿分并非易事。

中国足协于14日公布本期27人集训名
单，老队长郑智伤愈不久未能入选，长春亚泰
攻击手谭龙、 重庆力帆边前卫彭欣力作为新
人首度入选。 由于国足本期集训的主要目标
是为亚洲杯争取种子签位全力抢分， 兼顾物
色郑智接班人等锻炼目标， 因此主帅里皮在
选秀上求稳的思路非常突出。

欧冠八强出炉 西甲三队晋级

国足新一期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曾诚、张琳芃、冯潇霆、邓涵文、
李学鹏、黄博文、郜林、于汉超
上海上港：颜骏凌、王燊超、贺惯、蔡慧康、武磊
天津权健：刘奕鸣、赵旭日
河北华夏幸福：姜至鹏
广州富力：肖智
山东鲁能：王大雷、郑铮、蒿俊闵
长春亚泰：何超、范晓冬、谭龙
北京国安：于大宝、韦世豪
重庆力帆：彭欣力
江苏苏宁：吴曦

� � � �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蔡矜宜）
21892人共跳一支广场舞！今天，由省文化
馆指导，常德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湖南中铁国旅联合主办的“健康
湖湘行共舞中国梦”创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活动在常德桃花源景区成功举办。

此次挑战赛吸引了我省各市州的广
场舞爱好者、大学生以及国外友人的热情

参与。 随着倒计时开始，音乐《咿呀咿的桃
花源》响起，整齐朝气的舞步在桃花源景
区太极广场、五柳湖沿岸同时舞动。

经常德市德城公证处认证，上海大世
界基尼斯纪录中心认证官确认，此次活动
21892人共跳一支广场舞， 为同城规模最
大的广场舞展演活动，被授予大世界基尼
斯之最。

2万余人共舞桃花源
创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 � �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满益群）3月15日上午，张家界市为纪
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核心
景区武陵源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的消费者现
场直播了“15日无理由退货”。 身在浙江舟
山的沈先生通过微信连线， 现场收到了武
陵源区某珠宝购物店的16666元退款。

原来，沈先生在2月22日随团到张家
界旅游， 在武陵源区某珠宝购物店购买
了16666元的玉器， 回家后觉得不太喜
欢，并于3月9日向张家界市12315指挥中
心投诉，希望工作人员协助退款。

为营造“平安满意无忧”的旅游购物

消费环境， 张家界工商部门在32个旅游
购物场所创新推出“15日无理由退货”承
诺制度，开启了“张家界旅游购物模式”，
为全国旅游景区首创。 该制度规定，游客
无论是对质量、价格、款式、型号、颜色、
口味、服务、购物心情等不满意，均可从
购物之日起15日内凭购物单据无理由退
货或换货，商家不得拒绝。 各购物场所安
排专人受理游客的退换货申请， 确认收
到退货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回购物款。
据了解，自该制度推行以来，该市各旅游
团队购物场所共处理无理由退货480余
起，为中外游客退回货款340多万元。

张家界旅游购物“15日无理由退货”
为全国旅游景区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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