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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协提醒：

江西南昌：
建立消费投诉公示制度

“双十一”网购有技巧
“限时抢购”需谨慎
新 华 社 昆 明 11 月 7 日 电 （记 者
林碧锋） “双十一”日期临近，网购热潮
将至。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
费者协会 7 日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
者选择信誉良好的购物网站，理性看待
“限时抢购”等促销活动，不宜网购急用
商品和保质期较短的食品。
消协提醒，
消费者应选择具有 ICP 认
证标志和
“红盾”
标识的购物网站。
不轻易
接收和打开陌生人通过聊天工具、
电子邮
箱等途径传送的文件或网站链接，
保护好
自己的网银信息，
谨防
“钓鱼网站”
。

同时，要理性看待所谓的“限时抢
购”
“爆款秒杀”
“巨惠特卖”等促销活动，
不轻信“特价”
“清仓价”
“全网最低价”等
促销信息，注意货比三家，警惕“先涨后
降”
套路。
针对
“优惠券”
“满减红包”
“店铺
券”
等，
应提前向客服咨询相关使用条件。
网购时，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的第三
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谨防不法分子盗
取个人账户等信息。谨慎对待通过朋友
圈、微博、微店或视频营销等新型媒介开
展商品销售的活动，如确实需要购买，建
议选择“货到付款”。

首批曝光 20 余家经营者

消协特别提醒，
“ 双十一”网购急用
商品和生鲜等保质期较短的食品应慎
重，以免快递延误或送货途中商品变质。
消费者应提前了解退换货流程、是否适
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等情况，收到商品
及时验货，
发现问题及时联系商家处理。
此外，消费者应注意收集和保存促
销活动细则、商品订单页面、聊天记录等
相关网购证据，以便日后维权和享受保
修等售后服务。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与商
家协商解决，或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拨打
12315 进行投诉。

新 华 社 南 昌 11 月 2 日 电
（记者 袁慧晶） 为落实经营
者主体责任，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
江西省南昌市建立消费投诉
公示制度，
将投诉量较多的经营
者名单首次面向社会公示，
被公
示的经营者涉及建材、商超、汽
车销售等多个领域。
今年第三季度，
南昌市市场
和质量监管部门共受理投诉
6281 件，相较于去年同期同比
减少 2.8％，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 327.04 万元。消费者的投诉
类别以家居用品、交通工具、服

国内黄金消费持续回暖

勿轻信抖音平台上的营销推广信息

警方提醒：

近 日 ，借 助 网
络诈骗信息举报平
台猎网平台提供的
大数据帮助，天津
宝坻警方成功摧毁
了一个以“信息公
司”为幌子的电信
诈骗团伙，成功抓
获 10 名 犯 罪 嫌 疑
人，破获诈骗案件
50 余起，涉案金额
60 余万元。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法网难逃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6 日 电
（记者 王希） 中国黄金协会
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国内黄金消费持续回暖，
前三季
度实际消费量为 849.7 吨，同比
增长 5.08%。
分类别看，前三季度，国内
黄金首饰消费量为 538.85 吨，同
比 增 长 6.94% ；金 条 210.85 吨 ，
下降 5.05% ；金币 18.1 吨，增长
6.47%；工业及其他需求 81.9 吨，
增长 24.68%。
中国黄金协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前三季度，黄金首饰销售
稳定增长，
主要是因为近期金价
的下降激发了消费者对黄金饰
品的购买热情。
同时消费分化也
在继续：一、二线城市消费者更

四川彭州：打击保健食品会议营销

强调服务和品牌，
更加偏好设计
创新的黄金饰品，而在三、四线
城市传统足金首饰仍占据较大
的市场份额。
业内人士分析称，
国际经济
局势不确定性上升推升了投资者
的避险需求，
黄金等实物资产获得
了更多青睐，
金币消费开始回暖。
同时，
全球电子产品需求旺盛，
使
得工业用金量增幅继续扩大。
中国黄金协会 6 日公布数
据，
前三季度，
上海黄金交易所全
部黄金品种累计成交量 4.88 万
吨，
同比增长34.7%；
成交额13.17
万亿元，
增长 31.27%。
同期，
上海
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合约累计成
交量 2.25 万吨，下降 29.29%，成
交额6.15万亿元，
下降30.77%。

为被骗老人追回 76 万元
新华社成都 11 月 3 日电 （记者
董小红） 记者3日从四川成都彭州市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获悉，
为了严厉
打击保健食品会议营销，
该局联合多个
部门已为被骗老年消费者追回76万元。
记者了解到，根据群众举报，近
期，
成都彭州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联合彭州市公安局、彭州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对彭州市某农家乐进行检查
发现，大厅有 180 余名老年人正在听
课，
疑似参与保健食品会议营销活动。
经调查，
涉事主体为成都市某药
业公司及彭州市某食品经营部，
其联
合对老年消费者进行保健食品“嘉德
牌卵白蛋白口服液”
的宣传，
宣称该产
品
“原价 36800 元／盒，
现为前期试用

阶段优惠价 4000 元／盒”，且谎称后
期将涨价至 8000 元／盒，
涉嫌保健食
品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
执法人员调查得知，
上述公司通
过会议营销活动共收取了老年消费
者的货款 76 万元。执法人员现场对
已购买“嘉德牌卵白蛋白口服液”的
老年人进行逐一登记，
并成功追回全
部货款。目前，彭州市已对相关涉嫌
违法行为开展立案调查。
据悉，自 2017 年开展保健食品
价格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以来，
彭州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不断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共查办
会议营销案件 38 件，涉案金额 465 万
元，
处罚金额 70 万元。

11 月 3 日，
在贵溪市欧绿多肉植物种植基地，
工作人员为
“双十
一”
购物节备货。
“双十一”
临近，
江西贵溪市的电商企业和微商活跃用
户积极备货，
应对即将到来的销售高峰。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邵阳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

D430000201810310111
D430000201810310112
D430000201810310110
D430000201810310104
D430000201810310102
D430000201810310107
D430000201810310109
D430000201810310105
D430000201810310113
D430000201810310106
D430000201810310108
D430000201810310103

反映云峰水泥责任有限公司
离居民区近,噪音大、
粉尘污染、
烟囱排放黑色的烟、
烟尘，
影响周
围农作物，
影响周围居民身体健
康，
居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没
有得到回复。在征地时大祥区政
府承诺附近居民拆迁，
至今未落
实到位。

3

装鞋帽、化妆品以及食品为主。
记者了解到，
公示的消费投
诉以 12315 及全国 12315 互联网
平台为主要信息来源。
此次公示
的重点经营者有 20 余家，其中
前三位投诉量分别为：118 件、
96 件和 42 件，调解和解率分别
为：
74.58%、98.96%和 57.14%。
据悉，
南昌市将以此次公示
为起点，
每季度通过南昌市企业
监管警示系统、南昌市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以及社
会媒体等多渠道向社会公示全
市消费投诉情况。

前三季度需求增至近 850 吨

新 华 社 厦 门 11 月 1 日
电 （记者 颜之宏） 记者 1
日从厦门市反诈骗中心了解
到，
今年以来，
厦门地区共接报
借助抖音平台实施网络诈骗警
情 38 起 ，涉 及 资 金 达 25.5 万
元。警方提醒，不要轻信在抖
音上发布的任何营销推广信
息，
以免落入网络诈骗陷阱。
据厦门市反诈骗中心民
警洪恒亮介绍，在接报的借助
抖音平台实施的网络诈骗警
情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购
物返利、商品交易和征婚交友
类诈骗信息。受害人平均年
龄为 26.4 岁，受害者以公司职
员和学生居多。
在警方公布的多起案例
中，一起有关网络借贷的商业
推广信息引发的诈骗案件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杨先生是一
名公司职员，工作之余也喜欢
刷抖音。10 月 19 日 8 时，杨先
生在抖音 APP 上看到某网络
借贷企业的推广信息，手头有
点紧的他便点击申请贷款。不久后，杨先生
便收到自称“客服人员”的来电，对方以“流
水账”
“ 定金”等为由让其转账，称配合操作
才可放款。当日 10 时 34 分，杨先生通过手机
银行陆续将 20800 元转到对方指定账户，随
后便发现被对方拉黑。杨先生这才发现上
当并报警。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使用抖音娱乐消
遣时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过分沉溺其
中，更不能轻信平台上一些带有营销推广性
质的视频。如发现平台上有疑似违规内容，
可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2

总检：尹一冰

1.水井投派出所斜对面的诺
博石材加工厂加工过程中，
产生
的粉尘无组织排放，
影响了周边
环境；
且开工时间从早上到七点
D430000201810310036 半到晚上十点，
噪声扰民。
2.水井投村的老人日间照料
中心附近的垃圾中转站，
将周边
的垃圾收集后未按规定转运，
而
是进行焚烧，
异味扰民。

魏家桥镇报公铺村的合达采
石场、
会顺采石场，
运输车辆从早
D430000201810310037 到晚出入，
噪声污染严重，
运输扬
尘导致路边村民不敢开窗，
影响
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11 月 1 日、
2 日邵阳市环保局组织对该公
司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监测，
在线监测数
据和现场采样监测结果显示废气排放未超过国家标准
限值，
夜间噪声超过国家标准限值。大祥区政府未完
成搬迁任务，
卫生防护距离内有新修建住房。邵阳市
卫计委调查该公司附近居民的发病数未见明显异常，
未发现有恶性肿瘤病例。

大祥区

大气
噪音

邵东县

（一）诺博石材加工厂举报情况不属实
1.反映“粉尘无组织排放，
影响了周边环境”。该
公司主要采用水磨机进行石材打磨、
雕刻，
无粉尘，
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收集到沉淀池循环使用不外排；
有 6 台手磨机，
将粗糙的半成品进行再加工，
其中 2 台
手磨机有水淋除尘，
4 台手磨机产生的粉尘在车间内
无组织排放，
未直接排往外环境,不影响周边环境。
2.反映“开工时间从 7 时 30 分到 22 时，
噪音扰
大气 民”。经核实该厂工作时间为 8 时至 17 时 30 分。该公
司员工上班实行打卡制度，
邵东县环保局工作人员调
噪音 取了该公司打卡记录（附件 2），
证实该公司上班时间
为 8 时到 12 时，
13 时 30 分到 17 时 30 分。截至目前为
止无夜晚加班的情况。湖南中润恒信环保有限公司对
该公司进行噪音监测，
该公司噪音未超标。
（二）垃圾中转站举报情况属实.实地查看，
发现
“老人日间照料中心”附近有 2 个垃圾斗 ，
有焚烧垃圾
现象。近段天气晴朗干燥，
由于一些个体加工户废料
放在垃圾斗内，
个别居民把烧过的煤球（带有余火）放
在垃圾斗内、，
引起垃圾斗内垃圾燃烧。

邵东县

大气
噪音

经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属实。一是车辆从早到
晚出入，
噪声污染严重。两个采石场车辆出入的道路
为 X17（魏家桥官桥铺-黄草坪油茶场，
属一条县道），
各种社会车辆出进多，
噪声对当地村民的生活有一定
的影响；
二是车辆出入存在扬尘污染。因该地段过往
车辆较多，
特别是近段天气晴朗无雨、
风干物燥，
车辆
经过确实容易产生扬尘。

是否属实

（第二批 2018 年 11 月 1 日）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大祥区政府
已启动调查问责程
序，
同时，
根据正在开
展的房屋排查摸底的
情况，
对存在违规办
理建房手续、
违建等
行为，
依纪依规，
全部
处理到位。

属实

1.邵阳市环保局已对邵阳市云峰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下达了《责令停产整治事先（听证）告知书》。
2.大祥区政府已制定搬迁补偿安置方案。

属实

1.邵东诺博建材有限公司处理整改情况：
2018 年
11 月 3 日邵东县环保局已对其下达了责令《停止建设
决定书》
（邵环停字 [2018]51 号）、
《处罚决定书》
（邵
环罚字 [ 2018 ]99 号）。
在取得环评批复之前，
诺博
建材有限公司不得再建设、
不得对设备进行调试。
2.垃圾中转站举报情况处理和整改情况:责令牛
马司镇人民政府做好环卫工人、
矿部管理人员和附近
居民工作，
进一步宣传焚烧垃圾的危害性，
要求严禁
焚烧垃圾，
并对垃圾中转站加强巡查监管，
发现有焚
烧垃圾现象迅速查处。
责令“湖南省黑金时代牛马司
矿业公司”每天及时转运中转站垃圾斗的垃圾。
一是
责令湖南省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公司每天及时转运
垃圾。
二是进一步加大农村垃圾管理工作力度，
要求
各乡镇做好村（居）民工作，
严禁焚烧垃圾；
同时，
要求
各乡镇要安排专人督查，
监管全镇垃圾斗的垃圾清运
状况。

无

属实

1.加强采石场作业管理：
每天 9 时至 20 时为作业
时间，
其他时间严禁作业；
车辆装载量不能超过车箱，
且必须加盖棚布；
立即清理场区至官桥路段路面及两
边排水沟，
同时修补路面坑洞；
车辆进出冲洗设备必
须持续正常开启；
加大沿线路面洒水频次，
由原来的
每天 4 趟增加到每天 6 趟。
2.认真做好群众工作：
由魏家桥镇组织沿线村召
开座谈会，
要求村委正面引导、
耐心做好群众工作。
及时协调好采石场沿线清路清排水沟时产生的矛盾；
动员老百姓对重车超载超限及时举报。
3.进一步加强监管巡查：
由魏家桥镇政府牵头，
加强现场进度督促，
对采石场在限期时间内未落实整
改责任的将责令停产整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