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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他一干 16年
——记省2020消费维权年度人物、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猛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黄琳

3 月 14 日 16 时许，正在益阳市中心

城区万达广场布置“3·15”宣传咨询活

动现场的王猛，接到求助电话：“12315

指挥中心机器发生故障。”

“局信息中心，马上派技术员赶到

指挥中心；电信公司，麻烦你们的技术

员帮忙处理机器故障。”赶往指挥中心

路上，王猛紧急调度。

各方齐集，故障还是没能解除。王

猛急了：“消费者的投诉、咨询通道一刻

也不能关闭!”他马上视频连线省市场监

管局信息中心工程师远程支援。不到 1

小时，机器修复好了。

把消费者永远放在第一位，对益阳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主任、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市消费

维权工作负责人王猛来说，这是责任，

更是使命。3 月 15 日，王猛获评湖南省

“2020 消费维权年度人物”。

消费维权动真碰硬

王猛不属牛，却是一个在消费维权

路上孜孜不倦奋斗了 16 年的“老黄牛”。

去年春节期间，益阳市 12315 指挥

中心接到的防疫用品消费投诉越来越

多。“这个时候，消费者最需要我们。我

们快一秒，他们稳十分。”守在中心的王

猛迅速作出消费维权工作部署。

“有人在益阳境内高速服务区销售

‘三无 ’口罩 。”举报传来 ，王猛拍案而

起：“对囤积居奇、制售假冒伪劣用品行

为，绝不手软！”当天，40 万只“三无”口

罩被一举查获。王猛还及时联系相关媒

体，以案说法发出消费警示，震慑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去年，益阳市与疫情

防 控 有 关 的 紧 急 投 诉 举 报 工 单 达 953

件，日办结率 100%。

去年 6月 10日，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根

据群众举报，对益阳市某医院检查时发

现，因疫情防控要求，医院在去年 3月 1日

至 6月 1日期间未向住院患者提供空调服

务，却收取空调费46万多元。案审会上，心

系消费者的王猛态度坚决：“一查到底！依

法从严处理并曝光。”12月14日，该医院受

到处以罚没款187万余元的行政处罚。

“接诉即办”快速响应

在 全 省 市 场 监 督 系 统 率 先 推 行

12315“接诉即办”快速响应新模式，在全

省率先开展多领域“诚信经营·放心消费”

创建活动……翻阅去年益阳市消费维权

工作亮点，“全省率先”成为高频词，这与

敢闯敢试的“拓荒者”王猛不无关系。

如何将消费者急难愁盼问题更快

地处置好？从疫情防控期间益阳市启用

热线“接诉即办”工作机制中得到启发，

王猛迅速拿出 12315“接诉即办”、投诉

举报处置等一系列工作方案，得到局党

组 认 可 。去 年 8 月 12 日 ，益 阳 市 12315

“接诉即办”快速响应新模式在全省市

场监督系统推行，实现诉求办结“最快 1

小时”、部门联动“最多投一次”。截至目

前，该市共受理 12315“接诉即办”转办

工单 65 件，当即办结 65 件，按时办结率

和群众满意率均为 100%。

为推动政府部门、经营者、消费者

及全社会都来参与建设放心舒心的消

费环境，王猛推动开展多领域“诚信经

营·放 心 消 费 ”创 建 活 动 。去 年 6 月 16

日，益阳市“诚信经营·放心消费”创建

活动启动，食品药品、信息消费、公共服

务、文化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同步开展创

建活动。当年，全市新增“诚信经营·放

心消费”单位(门店)700 户，创建“诚信经

营·放心消费”示范商圈(街区)8 个。今

年，全市计划再创建 728 家放心消费单

位和放心消费集贸市场。“希望我们走

进每一家门店、每一个市场；消费者都

能放心、舒心消费。”王猛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15

日讯（记者 胡盼盼 通讯员 周闯 刘

梦沅)当前正值春耕春种关键时期，全

省市场监管部门强化春耕农资市场

监管，切实保障农资生产供应和价格

稳定，维护农资市场秩序，优化春耕

化肥市场环境。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开放绿色通

道，规范生产许可。今年以来，省市场

监管局为 6 家化肥企业快速办理生产

许可证，深入 6 家化肥生产企业开展

“质量体检”活动，督促企业把好原材

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和产品出厂检

验关，切实保障农资产品质量安全。

开展护农专项行动，排查发现农资

市场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从生产源头把

住产品质量关。截至目前，省市场监管

局已完成复混肥料、磷肥、氮肥、有机

肥、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产品抽检

266批次，检验合格 231批次，抽查批次

总体合格率为 86.84%。针对抽查发现的

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违法行为，市场

监管部门将立案调查，从严查处，切实

维护农民利益。

优服务强监管，保供应稳价格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保障春耕生产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15

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谢国政）

春耕全面铺开，100 万台“铁牛”开赴

田间。今天，省农机部门在湘潭九华

农机产业园举办“农机 3·15”活动，向

农民传授购机识假辨假知识，送维修

服务下乡，切实为“铁牛”战春耕提供

服务保障。

近年来，湖南农机化事业快速发

展，农机种类和保有量日益增加，农机

质量与售后服务有所改善，但机具可

靠性能差、工艺水平低、维修难维修慢

的现象仍然突出，“假冒伪劣”坑农时

有发生。活动现场，省农机专家指导农

民识假辨假，宣传有关政策法规、典型

案例、投诉指南。全省农机企业和经销

商代表现场签订并宣读承诺书。

该活动倡导“提质增效、减损护

农”。省市县农机主管部门公布投诉

电话，联动开展“农机 3·15”活动，严

肃查处资质不齐全、质量不合格、铭

牌不规范的假冒伪劣产品。重拳打击

插秧机“买而不用、买而不能用”，轮

式拖拉机“大马拉小车”，畜禽养殖机

械“冒牌贴牌”，以及机具“假买卖”和

批量倒卖等违规行为。

农机减损护农保春耕
100万台“铁牛”开赴田间

街头服务
教你维权

3 月 15 日，长沙市岳麓区红星

美凯龙岳麓商场，市民在咨询鉴别

假冒伪劣产品知识。当天是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长沙市开展“守护安

全 畅通消费”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咨询服务活动，现场受理消费者

投诉，接受咨询，并进行消费维权、

食品安全、司法诉讼等知识宣讲，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人们的消

费安全意识。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15

日讯（记者 肖秀芬 通讯员 戴帅汝）

上 周 末 ，阴 雨 天 终 于 按 下 了“ 暂 停

键”，湖南最高气温回升至 20℃以上。

不 过 ，“ 全 能 型 ”较 强 冷 空 气 正 在 南

下，湖南阴雨模式即将开启，我省也

将经历气温“打对折”。

省气象台预计，15 日至 16 日湘中

以北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湘西局地有

暴雨，并伴有雷暴天气；17日至 18日雨

区北抬，湘西北局地有中雨，湘东南多

云为主。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先后打压

下，气温下降，预计 19日至 20日全省自

北向南有风力加大、降温、降雨（小到中

雨）过程，湘东南过程降温8℃至10℃。

近期冷暖更替频繁，要多多关注天

气变化，及时调整好起居和着装。气象

专家提醒，需注意防范较强降雨过程可

能造成的道路湿滑、低能见度天气对交

通运输与出行安全的不利影响及可能

诱发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还

需防范雷电对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

冷空气来袭 气温即将“打对折”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龚雅丽

都说处理消费者投诉的维权工作

最“麻烦”、最“烧脑”，不但不收一分钱，

还要付出不少精力。胡建洪却不这么认

为，他说：“维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娄底市娄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物流运

输市场监管所，监管服务全区范围内的汽车

4S店和物流行业。近年来，随着汽车销售和

物流行业蓬勃发展，行业消费投诉随之猛

增，投诉处理难度较大。监管所所长胡建洪，

作为一名消费维权战线的“老兵”，每起投诉

他都认真对待，查清事实，搜集证据，不厌其

烦地调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维权无小事，做好无止境

消费维权要有理有据，不少案例都需

反复调解。胡建洪将消费者需要放在第一

位，对维权工作倾注饱满热情和耐心。

2020年 4月，投诉人王某称某汽贸公

司销售的货车车辆轮胎规格和合格证上

轮胎规格不一致，导致货车上户时因轮胎

规格型号与合格证不匹配，不能上户。

接到投诉后，胡建洪和单位同事立即找

来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经反复协商，最终汽

贸公司赔偿4000元给王某。事后，胡建洪又

对该汽贸公司经营现场展开检查，发现有9

台货车轮胎规格型号不匹配。胡建洪当即责

令其整改，并对该公司按“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的违法销售行为进行处罚，罚款

6.2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743.37元。

“每次有什么消费维权规定不太清楚

的，找老胡准没错，他是维权‘百事通’。”

市场监管所副所长胡双梅说。消费维权工

作要想做好，就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烂熟

于心。为此，胡建洪恶补《汽车消费维权必

备法律法规汇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相关知识，将法律

法规条款“装进”脑袋。

“维权无小事，做好无止境。”这是

胡建洪对同事们常说的一句话。经过 20

多年的不断学习和经验积累，掌握处理

消费维权工作独特技巧，对相关法律法

规烂熟于心，很多疑难复杂的重大消费

维权案件经他调处成功。

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

翻开胡建洪的工作簿，里面密密麻

麻记录着他的工作进程与心得。“每一

起 消 费 维 权 ，对 于 维 权 人 而 言 都 是 大

事，也让我们‘牵肠挂肚’。”

为了及时受理消费者投诉，胡建洪

向社会公开办公室电话和手机号码，他

也一直 24 小时待命。胡建洪始终把消费

者的投诉当成工作指令，从接到投诉开

始，他立马了解情况，辨明原委，成功调

解一起起消费纠纷。

2020 年 5 月，张某电话投诉在某 4S

店预订小车 1 台，当付完全款 218800 元

提车时，4S 店要张某在 4S 店购买保险，

如退购也要扣除前期费用 1.5万元。因张

某工作地点在新化，只有星期天有时间

来娄底城区。胡建洪征求双方当事人意

见后，约定星期天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

解当天，双方互相阐述理由，胡建洪秉着

合情合理、互信互让的原则，对案情进行

仔细询问，最终张某决定不购买车辆，4S

店将 218800元全部退给张某。

在长期接待投诉中，胡建洪敏锐意识

到，相对于经营者，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还

很薄弱，是弱势群体。经胡建洪力推，娄星

区市场监管局物流运输市场监管所在各

个监管区设置公示牌，公布管片专干姓名

和联系电话以及消费投诉电话，还制作发

放消费维权服务卡。物流运输市场监管所

也设有投诉电话，并安排专人值班，时刻

保持投诉电话向广大消费者开“绿灯”。

“我们是消费者的娘家人，要急人之所

急、想人之所想，工作绝对不能懈怠。”胡建

洪说。近两年来，物流运输市场监管所新建

消费维权服务站25个，实现对全区42个汽

车4S店消费维权服务站的全覆盖。受理消

费投诉 600多件，调解成功率达 95%以上，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0多万元。

“维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记娄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物流运输市场监管所所长胡建洪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3月 15

日讯（记者 胡盼盼）今天是第 39 个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湖南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公布了 2020 年度“湖南省十佳消

费维权好记者”“湖南省十佳消费维

权好新闻”名单。

经全省各市州消费者委员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有关新闻单

位推选，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有关专家评

审，湖南日报记者刘永涛等 10 人荣

获 2020 年度“湖南省十佳消费维权

好记者”荣誉称号；华声在线记者谢

龙彪、熊阳浩采写的《宣称制香月赚

上万实际月入 67 元 当心“致富梦”

成“噩梦”》，三湘都市报记者朱蓉、黄

亚苹、潘显璇、杨洁规采写的《预付

消费待法治》等 10 篇作品荣获 2020

年度“湖南省十佳消费维权好新闻”。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表示，期

待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加入消费者权益

保护事业中来，积极宣传《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宣传身边的维权先进人物，大胆揭

露消费领域黑幕和典型侵权行为，为营

造高质量的消费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2020年度“湖南省十佳消费维权
好记者”名单出炉
湖南日报记者刘永涛入选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3月 15

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陈云开）3

月 14 日晚 8 时，以“守护安全 畅通消

费”为主题的长沙市“3·15”特别节目

拉开帷幕。现场曝光了网络减肥、电

信网络诈骗等多个侵犯消费者权益

的事件。

记者获悉，2020年长沙市市场监管

系统接待咨询75319件、投诉97945件、

举报 4527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479.94万元。同比接诉总量有所下降，

但投诉量和举报量有所增加。2020年，涉

及消费者线下购物的投诉举报 76220

件，占投诉举报量 53.22%；网络购物投

诉举报53414件，占总量37.29%。

数据显示，长沙市民对食品安全

问题的关注度非常高。2020 年，长沙

市全力加速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着力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市民对食品安全综合满意度提升到

87.81%，对创建知晓率达到 81.05%，

食用农产品及食品评价性抽检合格

率达到 99.2%。最新出炉的 2020 年长

沙市食品安全报告显示，长沙市在去

年没有发生源头性、系统性、区域性

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

中向好。

长沙“3·15”特别节目曝光消费侵权事件
投诉量和举报量有所增加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 月 15 日讯

（通讯员 颜雨彬 何鸽波 记者 奉永成）平

时承担灭火救援任务的湖南省消防救援总

队，今天点了一把“火”。在“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这天，组织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郴州市市场监管局，集中销毁了今年全省开

展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活动中查处的千

余件假冒伪劣应急消防产品。

今年，我省在开展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

查活动中查获收缴了一批假冒伪劣灭火器、

消防水带、防毒面罩、应急照明灯、感烟报警

器等应急消防产品，价值 20 余万元，今天均

被销毁。销毁现场开通了线上直播，消防监

督员、质量安全监督员化身“网络主播”，通

过知识讲解、案例分析、实物演示、真假对

比、性能测试、在线答疑等方式，向网友宣传

假冒伪劣应急消防产品的危害，教大家正确

识别、选用消防产品的方法，百余万名网友

同步在线观看，纷纷点赞。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醒，发现假冒伪

劣应急消防产品可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

投诉举报专线、“96119”火灾隐患投诉热线和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投诉。

“3·15”，湖南省消防
救援总队点了一把“火”

销毁千余件假冒
伪劣应急消防产品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刘红

“我希望以我的个案作为警醒他

人的范例，告诫他人：人生最大的财

富是自由，最大的幸福是与家人‘同

咸共淡’的守候！”

这段话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生态环境局永顺分局原局长向文卫的忏

悔书。今年2月，向文卫被“双开”，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向文卫涉嫌受贿 1112 万余元，

是永顺县纪委监委查处涉案金额最

大的一起案件。”3 月 15 日，永顺县纪

委监委向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

者独家披露了案情细节，向文卫亦官

亦商的“两面局长”形象呈现人前。

会上大谈廉洁，背后疯狂敛财

向文卫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参加工作后，他从最基层的药品检验所

干部干起，因能力突出，2008年，36岁的

向文卫担任永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实现了憧憬多年的一把手之梦。

事业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理想信念

的坚守，随着权力的加大，向文卫身边

的朋友多了起来，老板们一掷千金的慷

慨和生活中拿钱开道的“无所不能”，让

他心生羡慕，价值观也在不断扭曲。

“人生短短几十年，我再忠诚于

党，为组织再奉献，为事业再奋斗，最

终离职退休还是要靠自己。与其到时

回顾后悔，不如现在开始谋划，找准机

会，利用手中权力多捞钱。”向文卫在

忏悔书中这样剖析自己的犯罪动因。

平日里，向文卫常常把守纪律讲

规矩挂在嘴上，在各种会议上大谈廉

洁，苦口婆心教育干部要时刻紧绷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生活中，他

处处小心谨慎，对外营造俭朴形象，可

背地里却屡屡越界，大搞权钱交易。

10余年间受贿1112余万元

向文卫先后在 4 个单位担任一把

手，以权换钱的事例在其“致富路”上不

断上演。

2010 年，一位世交找到向文卫，

请 他 帮 忙 解 决 儿 子 的 工 作 问 题 。对

此，向文卫以运作费名义收受 15 万元

好处费，并通过伪造档案材料将其调

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

在任县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期

间，向文卫成了各地医疗器械供应商

争相攀附的官员。2012年，向文卫一好

友得知县人民医院准备购买一台核磁

共振设备，便找其推介某品牌，向文卫

答应帮忙。当向文卫得知该院有意向

购买其他品牌后，故意刁难，拒绝在配

置申请表上签字，直至该品牌供应商承

诺给其 50 万元好处费，向文卫才答应

签字。不仅如此，为安抚好友，向文卫还

要求供应商给好友20万元作为补偿。

除了盯着行政审批权攫利，向文卫

更是把手伸向工程项目，在任县商务局

党委书记、局长期间，为他人在加油站

设置申报上提供全程服务，对有求之人

所送钱财来者不拒，甚至漫天索要。

2017年，向文卫堂嫂请他帮忙协调

修建加油站，向文卫索要80万元；2017年

至2019年，向文卫为某加油站承建商陈

某某在办理加油站迁建等手续上提供便

利，非法收受45万元；2016年至2020年，

向文卫为个体老板鲁某某在工程承揽上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和索取22万元……

从 2009年至 2020年 10余年间，向

文卫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项目承

揽、职工录用、干部提拔调整等方面为

他人提供帮助、谋取利益，大肆收受他

人贿赂，折合共计 1112余万元。

让司机“顶包”对抗审查调查

为逃避监管，在隐匿非法所得、

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上，向文卫可谓是

挖空心思、费尽心机。

早在收受贿款之初，向文卫就将

非法所得存放在亲属、朋友和特定关

系人等名下，或投资到酒楼、歌厅、私

立医院等“以钱生钱”，甚至将高价购

买的百万豪车挂靠他人名下。

2013 年，向文卫以县卫生局名义

聘请李某为司机。因李某办事牢靠，向

文卫多次让其代收取贿款，李某俨然

成了向文卫的生活秘书和亲信，并跟

随他辗转 3 个单位。为“照顾”李某，向

文卫在工程承揽方面为其谋取利益。

2019 年 6 月，永顺县纪委监委就

县百信医院法人代表谢某某在申办

医院期间给向文卫行贿 20 万元的问

题，找向文卫核实。但向文卫毫不珍

惜组织给予的机会，对所有问题全盘

否认，还让李某充当“替罪羊”，要他

承认谢某某所送贿款被其私自非法

占有。同时交代李某书写虚假情况报

告上交县纪委，并商定面对组织审查

时，李某要全盘承认收受钱款问题。

谎言再严密也有被戳破的一天，

正当向文卫自以为一切天衣无缝时，

永顺县监委一纸《留置决定书》让他

绝望。向文卫彻底醒悟，但为时已晚，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涉嫌受贿1112万余元，永顺查处涉案金额
最大违纪违法案——

“一把手”10余年，捞了上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