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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推进市场监管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面整合市场监管职能，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去年 8 月底，全国 12315 平台正式上线运

行。

去年 11月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市

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统一市

场监管部门处理公众投诉举报的程序，为行政

执法工作提供制度支撑。

《报告》统计，去年前三季度，中国消费者

协 会 及 各 级 消 协 组 织 共 受 理 消 费 者 投 诉

657517件，其中解决案件 514717件，投诉解决

率为 78%，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5%。

另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去年 6月至

8 月，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通过 12315 热线接收

的公众诉求明显增加，月均受理各类投诉举报

咨询 125.97万件，比“五线合一”前月均受理量

增加近一半。

王泽琪认为，这一数据变化显示，消费纠

纷解决效能明显提高，与市场监管部门在改进

投诉处理机制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刘俊海认为，去年，市场监管部门“蛮拼

的”，对于有效地化解纠纷、预防纠纷发生发挥

了主渠道作用。

刘俊海提醒说，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消费

纠纷依然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市场监管部门还

需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在创新监管

理念、铸造监管合力、消除监管盲区、提高监管

效能方面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

要求，进一步激活公益诉讼，探索符合中国国

情的集体诉讼制度，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提

高消费者维权收益，彻底扭转‘消费者为了追

回一只鸡，必须杀掉一头牛’的困境。”刘俊海

建议，“同时，立足于提高企业失信成本，降低

失信收益，解决消费乱象，打造消费友好型的

营商环境。”

邱宝昌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国

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

已经建立，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

法、食品安全法等。目前亟需在现有法律基础

上加大“接地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供给。

在邱宝昌看来，比如像《市场监督管理投

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就是为了更有

效地保障畅通消费者的投诉维权渠道，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消费纠纷的解决来说更

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法律意识

的提高、经营者对消费者维权的认识加强以及

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消费投诉数

量会到达一个拐点，然后逐渐减少。”邱宝昌

说。 据《法制日报》

《2019消费者满意度分析报告》披露服务类投诉占比超过半数

近日，江苏溧阳张先生约见女

网友，两人饭后刚开车出门，就被人

追尾。张先生因喝了酒心虚，便未

停车，没想到追尾车辆竟穷追不舍，

张先生觉得不对劲，怀疑遭遇“仙人

跳”，于是载着女网友直接将车开进

派出所。

经查，女网友与追尾司机均为

团伙成员，女犯罪嫌疑人以“寂寞无

聊”为理由，引诱异性网友深夜饮酒

驾车，男犯罪嫌疑人则故意制造追

尾事故，以报警相要挟进行敲诈。

截至目前，该团伙以类似手法作案

40 余起，每次敲诈金额从几千到上

万元不等。目前，已有 5名犯罪嫌疑

人被抓获，案件正在一进步办理。

●去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消费者服务类投诉达347155件，不但占全
部消费者投诉的比重超过54%，而且比去年同期增加近7万件

●服务类投诉占比超过半壁江山，一方面是人们的消费需求不再限
于有形的产品，也包括无形的、多样性的服务，服务规模扩大，相应的服
务类投诉也会增多；另一方面是法定服务消费标准缺失，容易引发消费
者进行服务类投诉

●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激活公益诉讼，探索符合中
国国情的集体诉讼制度，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消费者维权收益，同
时提高企业失信成本，降低失信收益，打造消费友好型的营商环境

“服务类投诉增长明显高于商品类投诉增

长。”《2019消费者满意度分析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称。这份报告由中国消费者报社在

“2019中国消费·维权高峰论坛”上发布，论坛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

指导。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由于外部环境的变

化，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引

擎，要扩大消费，让消费者放心消费，亟需在现

有法律基础上加大“接地气”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机制供给，特别是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提

升消费者的获得感。

还不到 40岁的孙清清在朋友的建议下，在

一家健身机构办了会员卡，一年交会费 6000多

元，健身场所所有器械都可以使用。

办卡后很少去健身，去年国庆节之后，想

起自己的健身卡即将到期，她决定拿出健身卡

去健身，但发现健身房已经关闭，店家给出的

解决方案是会员可以转到附近另一家健身机

构。

她过去一看，发现另一家健身机构的场地

不及原来的一半，设备也没有原来的多，“直接

更换健身房不退差价”。她要求店家退款，但

被工作人员告知，无法退款，只能去新店健

身。无奈之下，她选择向 12315投诉。

孙清清的遭遇并非个例。《报告》称，当前，

全国范围内预付费文化娱乐体育等服务类投

诉越来越多，尤其是健身服务成重灾区，去年

前三个季度健身服务类投诉达 11604件。

《报告》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分析发

现，去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消费者服务类投诉

达 347155 件，比去年同期增加 69491 件；商品

类投诉 295400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不

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研究员任兴洲在

论坛上说，我们之所以关注消费维权，是因为

在当前情况下，“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和引擎”，要扩大消费，激发消费潜力，需

要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解决消费纠纷。

中国消费者报社数据分析师王泽琪称，

“服务类投诉增长率明显高于商品类投诉增长

率”正是 2019年的消费投诉特点之一。

“我们对服务投诉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去

年 前 三 季 度 投 诉 中 ，服 务 类 投 诉 占 比 为

54.03%。”王泽琪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

长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服务类投诉占

比超过半壁江山，是国家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

结果，说明我们的消费层次从生存型、温饱型

转向发展性、享受型，其中包括教育类、旅游类

等消费。

在刘俊海看来，这种转型升级既说明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说明人们对消费的品质要

求也在提高，消费类投诉尤其是服务类投诉引

发的消费纠纷随之增多，需要我们正视并积极

予以解决。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

邱宝昌告诉记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不再限于有形的产品，也包

括无形的、多样性的服务，服务规模扩大，相应

的服务类投诉也会增多，两者是正相关关系。

在邱宝昌看来，法定服务消费标准的缺

失，容易引发消费者进行服务类投诉。

去年 3月，消费者陈女士在江苏省南京市

某 4S 店购买了一辆某品牌多功能旅行车，因

车辆在行驶中 8天出现 7次故障，投诉至江苏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交通工

具类商品一直以来都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领

域，去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交通工

具 类 投 诉 49011 件 ，其 中 涉 及 汽 车 的 投 诉

24050件。

交通工具类投诉也是《报告》选择的五大

消费者重点关注领域之一。

《报告》给出的数据显示，在交通工具领

域，售后服务问题最多，占比 34.96%；质量和合

同问题也较为突出，占比均超 20%。

在教育培训领域，去年前三季度共受理教

育培训投诉 29175件，其中合同问题最多，售后

服务问题也较突出。

深度激活公益诉讼 不断降低维权成本

五大重点关注领域 满意度须全面提升

法定服务标准缺失 容易引发服务投诉

男童不吃饭
遭幼儿园老师踢肚子？

园方：正在调查

高女士的儿子星星（化名）今年

6岁，在广东省惠州市的一所幼儿园

读幼小衔接班。去年 12月 31日，星

星出现情绪低落和食欲不好状况，

孩子说老师在自己肚子上踢了一

脚，但由于身上没有明显伤痕，高女

士也半信半疑。

高女士隔天去幼儿园问情况，

而班主任说要去查一下，刚好那天

中午的监控又没了。就这么巧事发

时段的监控缺失了？这让高女士更

加不放心。

直到几天前，高女士看到了完

整的监控。事发当天中午 11点半左

右，孩子们都在吃午饭，星星坐在了

墙边，老师走了过去，随即抬起脚，

往墙边方向踹了一脚。

由于角度问题，我们看不到这

一脚有没有踢中孩子。但接下来，

这名老师还追加了一脚。高女士再

次找到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称，星

星调皮，当时是老师用脚撩他，让星

星起来吃饭。

高女士提供的她和幼儿园老师

的聊天记录可见，老师说当时是用

脚去撩他屁股，叫他起来吃饭，是

“踢屁股，没有踢肚子”。那当时究

竟是什么情况呢？老师为何要这样

用脚踢呢？

1月 6日，记者来到该幼儿园观

背校区。然而老师不在，园长也不

在。随后，幼儿园就拉闸关门了。

当天下午，园方声称反映的问

题，已经收到了，正在调查，有结果

幼儿园会出一份通告。当地教育部

门也介入了事件调查。

男子送女网友回家
怀疑遭遇“仙人跳”

结局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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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畅通维权渠道降低维权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