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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金冬就消费维权情况答问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作为拉动
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今年 1 月 4 日 ， 国务院出台
《“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明确提
出 “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宽松便捷
的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在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也将“推动消费加
快升级” 作为 2017 年保持经济平
稳增长的重点工作之一。 作为消费
维权的重要职能部门，湖南工商部
门如何积极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
部署，推动大维权、营造新环境、扩
大新消费？

2016 年，维权部门有哪些“大
动作”？当前消费形势怎么看？ 2017
年准备怎么干？ 值此 3·15 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我们采访了
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金冬。

过去一年怎么样：
“五个加强”打造消费维权新局面

问：消费事关发展、事关民生。 2016 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
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首战之年。 工商部门
和消委组织如何推进消费维权工作？

答：过去一年，全省工商系统和各级消
委组织按照“十三五”时期消费维权工作的
总体思路,�积极探索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监管
模式， 全力提升消费维权能力，“五管齐下”
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一是加强法治建
设，推进依法维权；二是加强信用监管，强化
信用约束；三是加强监督执法，推动关口前
移；四是加强渠道建设，提高维权效能；五是
加强消费引导，提升维权意识。

问：围绕“五个加强”，我们采取了哪些
实实在在的举措？ 取得了什么成效？

答：加强法治建设，我们深入贯彻落实
新消法，对《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进
行了修订。

加强信用监管，省工商局积极开展信用
体系建设有关工作。 2016 年，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湖南）顺利通过工商总局验
收并上线运行, 处罚情况记入经营者信用档
案，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布。 共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4.27 万条、经营异
常名录信息 21.1 万条。

加强监督执法，出台《关于“先照后证”

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建立“双
随机”、“双告知”、联合惩戒、大数据监管等
新型监管方式和机制，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
境奠定坚实的基础；针对一些与民生息息相
关的行业，我们组织开展了公用行业专项整
治以及商标侵权、无照经营、网络违法、霸王
条款、虚假违法广告等系列市场整治专项行
动， 共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 14551 件，案
值 6.35 亿元，罚没 1.27 亿元；围绕老百姓关
心的消费问题， 开展红盾质量维权行动，线
上线下抽检商品 4636 组，合格率 65.9%；查
处消费侵权案件 1146 件， 货值 2563.23 万
元，罚没 2396.01 万元，有效减少了消费纠
纷，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加强渠道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全省各级
12315 指挥中心平台建设， 省会长沙和四大
景区 12315 综合执法系统维权效能持续提
升；去年一年，全省工商部门和消委组织共
受理处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 50.99 万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551 万元。

加强消费引导，围绕“新消费 我做主”年
主题，广泛开展了“3·15”宣传咨询活动，举行
新闻通报会，主办“消法”知识竞赛，开办专题
电视节目，编印宣传教育读本，开展系列消费
体验和金融消费教育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
活动，建好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展行业
服务监督，支持消费者起诉，提升了消费者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当前形势怎么看：
“三大工程”呼唤消费维权新作为

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发挥
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 写入中央文件，折
射出“消费”作用和地位的变化。 如何认识消
费维权的重要意义？

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实现经济增长，要打造多点支撑的
消费增长格局，营造便利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加大培育消费增长
点，鼓励大众消费，让亿万群众的消费潜力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消费维权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营造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是维护群众利益的本质
要求，也是推动共享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的客观需要； 消费维权是经济
增长工程———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有
利于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拉动经济
增长； 消费维权是社会和谐工程———调处消
费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问： 消费维权工作面临哪些新形势、新
要求、新任务？

答：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加强消
费维权、 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是必然之
举、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
期，社会矛盾不断显现，消费维权的复杂性、
群体性、对抗性呈现出新的特点，消费维权领
域广、范围大、行业多，加大了做好消费维权
工作的难度。根据 2016年我省消费投诉情况
分析，网络购物、文化运动、娱乐用品质量及
服务、 网络接入服务等新消费领域投诉增长
较快；居民服务（美容美发和洗浴、洗染、摄影

及扩印等）、住宿服务、中介服务、房屋及家装
建材类问题有较大幅度增长； 农村消费投诉
明显增加，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逐步增强。

工商部门和各级消委组织要顺应经济
发展新趋势，分析新情况，应对新挑战，努
力探索消费维权新机制， 提升维权工作能
力，在新的一年“撸起袖子加油干”。 通过营
造新环境、扩大新消费、带动新投资、培育
新产业，推动消费加快升级。

未来工作怎么干：
“三个着力”营造安全放心消费新
环境

问：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杜家
毫发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奋力开创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光辉未来”的号召。 落实
党代会精神，2017 年工商部门和各级消委组
织在消费维权上，如何“撸起袖子加油干”？

答：2017 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
是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
年。我们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新

理念，全面落实《“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深
化改革创新，提升监管水平，努力构建统一消
费维权体系，加大维权力度，强化消费保障，
促进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为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提供助力。

着力强化消费维权，护民生。 认真落实新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宣传、贯彻、落
实 3月 15日实施的《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
由退货暂行办法》等消费维权相关规定，着力
解决制约消费维权的突出问题；继续完善维权
体系， 稳步推进各市州局 12315系统升级改
造，加强 12315体系纵向一体化建设；继续做
好 12315“五进”工作，加强电子商务企业等消
费维权服务站建设，探索推动经营者首问和赔
偿先付制度；加强流通领域商品和服务质量监
管，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保障消费安全，
净化消费环境；加强商品质量检测，加大对不
合格商品的处罚力度，实现抽检结果和行政处
罚信息全发布； 切实加强日常消费市场监管、
新消费市场监管、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重点人
群消费维权、农村消费市场监管。

着力加强消费引导，扩内需。 围绕“网络
诚信 消费无忧”年主题，针对消费热点、难点
问题开展消费体察、维权评议、消费调查和比
较试验，引导科学消费；开展“诚信经营 幸
福湖南”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用 5 年时间，培
育省级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500家， 市州
级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800 家，县(市、区)
级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8000家，优化消费
环境，提升消费质量；加强消费者组织建设，
支持消委组织依法履行公益性职责， 组织开
展民生服务领域消费维权， 及时约谈重点经
营者，积极开展公益诉讼；进一步完善消费提
示警示制度，发挥消费教育基地作用，积极围
绕群众消费需求开展消费宣传， 通过引导消
费扩大内需、促进发展。

着力推进社会共治，促和谐。 建立消费维
权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消费维权部门联
动；以便利消费者为目标，开展县级 12315与
12365、12331投诉热线整合试点，推进 12315
与 12345 政府平台对接、承办、转办等工作，
促进消费投诉举报工作一体化、高效化；完善
消费维权志愿者队伍建设，加强消委组织与政
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新闻媒体、
有关企业等合作，推动建立消费维权社会共治
新格局。 （沈伟 王珊 整理）

“网络诚信 消费无忧”年主题

2017

2017 年消费维权年主题 “网络诚信 消费无忧”

年主题涵义
建立完善网络消费者知情权、求偿权、交易权以及安全

权等方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发挥“互联网 +”给消费生
活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动力。

倡导网络经济下诚信经营， 强化网络经营者责任意
识，切实落实法定义务，自觉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

围绕年主题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2017 年将开展的工作

● 围绕年主题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免费发放“网络诚信 消费无忧”宣传
手册，引导社会舆论关注网络消费热点问题，推动网络经济诚信建设。

● 广泛宣传贯彻新《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
发布网络消费预警，提高电商企业依法履责意识、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 创新投诉受理方式， 大力探索网络消费领域消费纠纷快速解决
机制，搭建和畅通电话、微信、互联网等渠道，提升消费维权效能。

● 加强对网络交易的社会监督，在重要节点、难点领域，持续开展消
费体察、服务评议、调查点评、比较试验、披露曝光等活动，督促网络
经营者加强自律。

● 针对近年来出台的相关网购和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法规， 组织
网购和电子商务等领域法律法规知识竞赛。

● 在电商企业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 引导和督促电商企业自觉履
行消费维权的社会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组织消费者深入电商企业开展消费体验活动， 让消费者了解电
商企业经营和服务流程，零距离体验电商服务质量。

● 拓宽与兄弟省市沟通交流，探索建立健全消费维权协作机制，提升
消费纠纷的解决力度，健全完善网络交易在线投诉及售后维权机制。

省政府副省长谢建辉（中）在省工商局局长李金冬（左一）陪同下进行市场调研。

发挥消协组织社会监督和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网络消费
者保护社会共治平台，构建紧密相连的网络命运共同体，建设
消费无忧的网络消费环境。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
全社会掀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新
风尚， 充分调动各级消委组织和社会各界
力量对消费维权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服务社会和
谐、服务广大消费者，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2015—2016 年度“湖
南省消费维权先进单位”评选表彰活动。

此次评选表彰活动经各有关单位自愿

申报，各县市区消委初审，各市州消委复审，
省消委审定，向社会公示，省消委决定授予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等 253家单位为 2015-2016年度“湖南
省消费维权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2015-2016 年度湖南省消费维权先进单
位名单详见湖南省工商红盾信息网、湖南省
消费者委员会网站、省消委微信公众号。 网址：www.hnaic.net.cn、www.hunan315.cn

关于表彰 2015-2016 年度
“湖南省消费维权先进单位”的公告

“网络诚信 消费无忧”3·15 消费体验活动。

为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
大对身边消费维权人物的表彰， 发挥先进
人物的引领作用， 在全社会掀起共同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新风尚， 推动消费维权
社会共治，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了 2016 年度“湖南省最美消费维

权人物”评选表彰活动。
此次评选表彰活动经各市州消费者委

员会推荐，省消委初审，向社会投票、公示，
省消委决定授予申明理等 10 名同志为
2016 年度“湖南省最美消费维权人物”荣誉
称号， 授予赵忠华等 10 名同志为 2016 年

度“湖南省最美消费维权人物提名奖”荣誉
称号。

2015-2016 年度湖南省最美消费维权
人物名单详见湖南省工商红盾信息网、 湖南
省消费者委员会网站、省消委微信公众号。

网址：www.hnaic.net.cn、www.hunan315.cn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湖南省最美消费维权人物”的公告

消费维权光荣榜

申明理 邵东县消费者委员会副会长
邱光华 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
冷世荣 岳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国君（女） 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2315 指挥中心主任
田 明（女） 湘西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

2016 年度“湖南省最美消费维权人物”名单

彭 健 永州市冷水滩区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
刘 恒 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法规科科长
刘漫江（女） 株洲市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
谭小斌 娄底日报社记者
廖建祥 益阳市资阳区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

3· 15———国 际 消 费 者 权 益 日

省消委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