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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找我

帮忙记者：方俊勇 周雅婷 邵建来 严月玲
帮忙热线：15988805666 64826778

记者
··

方俊勇
···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每年这个时段，消费者维权便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我县消费

者维权情况如何？有哪些热点？作为

消费者又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日前，

记者带着问题进行了一番了解。

受理处置量快速增长

“据统计，去年县投诉举报处理中

心累计受理处置各类申述举报753

起，比上一年增长13%。涉案金额达

到970.88万元，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144.27万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投诉举报处理中心负责人姜涛说。

姜涛告诉记者，从这几年的情况

看，每年受理处置各类申述举报都在

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还不小，这背后

主要原因是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提升

了。

面对新形势，我县已大力推广企

业自助处理。目前全县共有17家自

处企业，主要包括大型超市、宾馆饭店

等，仅去年就自行处理了173件，一方

面强化了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另一

方面使工作人员能把更多精力用在

“刀刃上”。

维权热点和类别有变化

和以往相比，目前我县消费者维

权热点有了一些新变化。

其中，餐饮住宿类举报依然位

列榜首，但细节上却大有不同。往

年餐饮投诉基本和鱼头有关，这几

年通过规范鱼头的统一切法，相关

投诉已大幅度下降，随之而来的是

菜肴的新鲜程度、价格高低成为投

诉重点。而住宿类投诉，基本出在

网络订房上，以订房确认纠纷和退

房纠纷为主。

“去年职业打假人的专业化投诉

举报有95件，同比增长38%。”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职业打假人

的投诉重点主要涉及违法广告、虚假

宣传、生产许可证过期和无生产许可

证、标签不规范，驰名商标宣传等。具

体到我县，不少网销的农特产品成为

职业打假人的目标。

在此，记者提醒我县电商销售工

作者：在网上销售千岛湖农特产品时，

一定要注意标签规范，营养成分表等

一定要全，不要出现涉及治疗性的食

品广告，诸如“最好”“最有机”等绝对

性用语也要避免使用。

尽量避开一些恼人“陷阱”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应该主动维权，

同时消费之前也应该擦亮眼睛，尽量

避开一些恼人的“陷阱”。目前，这些

“陷阱”主要是老人购买保健品、预付

消费和网络购物。

目前市场上常出现一些老年健康

养生讲座，以赠送小礼物等方式获得

老人信任，然后高价销售保健品。这

些讲座现场不卖产品，而是采用了更

加隐蔽的订单销售、上门自取等方式，

由此避开了工作人员监管，一旦老人

发现问题，维权特别困难。

预付充值消费遭遇老板“跑路”这

一问题，在维权上同样比较困难。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这一问题屡屡出现

在健身、美容、洗浴等行业，在监管部

门找到更加有效的监管手段前，消费

者应少充值。而网络购物的维权难度

之所以大，和这类纠纷一般通过网络

平台解决或属地管理解决有一定关

系，建议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网络交

易平台，采用安全的网上支付方式，保

留聊天记录，索要购物凭证。

记者提醒，鉴于上述这三种消费

的维权难度较大，消费者在消费前应

提高警惕，避免落入陷阱。

这些投诉方式请记下

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如何第一时

间投诉维权？这是不少人关心的问

题。

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处理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他们接到的举报投诉主

要来源于五个渠道。“第一个是12315

举报电话。第二个是12345热线。第

三个是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

平台。第四个是信访接待。第五个是

110热线等转交的。”

工作人员建议，消费者在遇到问

题时，应尽量保留好各类凭据，及时通

过12315热线、12345热线或信访接

待等方式合理维权。

擦亮眼睛 避开“陷阱”
我县消费维权热点扫描

记者
··

严月玲
···

走进浪川集镇，原本人行道上乱

堆的货物不见了踪影，街上没有了随

处乱摆的商贩，整条街井然有序。最

令人吃惊的是，废品收购站旁堆放得

像小山似的废品也被清理了一大半。

提起这家废品收购站，简直让人

“又爱又恨”。“家里不需要的废品直

接拿到这里来，确实挺方便的。但是

杂七杂八的废品全都堆在路边，乱糟

糟的，看起来也不舒服，尤其是切割

煤气瓶的时候，散发出来的味道臭死

了。最近这段时间城管都在忙着清

理废品，整条街道看起来整洁多了。”

废品收购站对面的商户方苏桃对此

颇有感触。

废品收购站的乱占道现象一直以

来都是浪川集镇的一个“老大难”问

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助推小城镇综合

环境整治，近日，浪川乡城管队伍走上

街头，对这家废品收购站开展了集中

整治行动。“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过

来看一下，帮助老板一起把堆放在路

边的废品清理干净。”浪川乡中队协管

员汪绍军向记者比划了一下，“现在看

到的已经是我们清理过的，之前这堆

废品堆了有2米多高。”

张伟华是这家废品收购站的老

板，经营废品收购站已有5年的时间

了，因为囤货越来越多，仓库放不下，

只好将废品堆在路边。“刚开始也没

意识到这些乱堆的废弃品会产生这

么大的影响，后来乡里跟我提了好几

次，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乡

里变得越来越干净，作为浪川的一分

子，我有义务把它收拾干净。”张伟华

说。

据了解，浪川乡借助小城镇综

合环境整治的契机，积极探索并成

立我县第一支乡级城管队伍，与汾

口交警中队形成合力联合执法。通

过发放“车主温馨告知书”、“店主

文明经营承诺书”，“5+2、白加黑”

工作机制等，对“道乱占”、“车乱

停”、“摊乱摆”等现象进行全面整

治。此外，还借力“清洁乡村”、“五

水共治”，通过乡村联动机制，浪川

乡党员干部发挥“监督员”、“宣传

员”、“引导员”的作用，加快推进小

城镇项目建设。

接下来，浪川乡将围绕浪川“古

色”“红色”“绿色”三大特色，加强规

划设计引领，强化科学施工，重点对

环境卫生、城镇秩序、乡容镇貌加强

整治，提升小城镇生产、生活、生态环

境质量。

农民养老金如何领取？
市民吴先生来电咨询：爸妈都是农民，快60

周岁了，前几年都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请问我爸

妈能否领取养老金，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帮忙记者邵建来：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乡镇的社保员专门服务乡镇参保者，参保人持本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信用社存折(卡)原件及复

印件，到所属乡镇社保员处填写相关审批表即可。

如何办理“五证合
一”？

市民孙女士来电咨询：办理“五证合一”要携

带哪些材料？

帮忙记者邵建来：县行政审批管委会办公室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五证合一”办理需要携

带原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的

正副本原件以及社保证、统计证，并带上公司财务

人员、联络人员、经办人员的身份证和公司公章，

具体可打咨询电话：64813465。

农村建房用地是什
么标准？

市民王先生来电咨询：我想在老家造一幢新

房，家里共有两口人，不知能建多少平方米的房

子？

帮忙记者邵建来：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介

绍，按照规定，如果是沿湖沿线村庄，两人的农村

新建房屋用地标准为110平方米，如果不是沿湖

沿线村庄，两人的农村新建房屋用地标准则为90

平方米。

改装车辆有何规定？
市民朱先生来电咨询：我新买了一辆轿车，在

朋友的建议下准备进行改装，改动有点大，想知道

改装轿车是否有相关规定？

帮忙记者邵建来：县车管所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

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允

许，擅自改装机动车底盘、发动机、悬挂、变速系

统、方向系统、车胎轮毂、车灯、车身颜色喷涂和

外观结构，以及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国务院

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数据不符的都属于改

装行为。

两种保险能同时参
加吗？

市民方女士来电咨询：我之前参加过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想了解一下，像这种情况，还能不能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帮忙记者邵建来：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可以参加，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能继续缴纳。

能否领独生子女证？
市民陈先生来电咨询：想了解一下，如果只生

育一个孩子，还能否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帮忙记者邵建来：县卫计局工作人员介绍：根

据国家政策，子女在201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自愿

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不再申领《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2016年1月1日前只生一个子女且自

愿终身只生一个子女的夫妻，则可以继续申领。

记者 邵建来

西园
烟囱被堵起风波

近日，在西园社区管辖的淳

建新村小区，同住一个单元楼的

对门邻里胡大叔和黄阿姨因为楼

顶老式排烟道漏天雨的问题产生

矛盾。

黄阿姨发现楼道共用的老式

烟道有漏天雨而渗透入室的情

况后，她没有及时与对门胡大叔

协商，自行上楼顶对老式烟道漏

雨处进行了水泥浆填埋浇灌施

工，结果将胡大叔的排烟通道给

堵了。

就因为这件事，打破了黄阿

姨和胡大叔之间的和谐相处，变

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邻里相见

似仇敌的状况。西园社区工作人

员得知后及时介入，连夜召集两

户居民进行调解。

第二天，社区工作人员会同

淳建小区物业管理人员，邀请了

懂建筑结构的泥水师傅以及黄阿

姨和胡大叔到现场解决问题。大

家齐心协力一起动手很快就在现

场处理完了存在的问题。黄阿姨

的漏水问题有了下一步的解决方

案，胡大叔的排烟通道也再一次

畅通了，双方也握手言和了。

通讯员 方丽珍 记者 周雅婷

李家坞
彻底根治污水渗漏

位于风暴巷5幢与6幢之间

有一处污水排放交接口，属地下

隐性管网，沿着挡墙经常有污水

渗漏，夏季臭气熏天，冬季结冰路

滑，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出行及

安全。

由于是挡墙渗漏，管网又是

隐性的，此处房屋产权方属工贸

公司，去年水务公司截污纳管管

网也已改建，但渗漏原因种种。

通过社区的多次协调，工贸公司

和水务公司分别派施工人员与社

区工作人员一同到现场查看，共

同确定了施工方案。工贸公司施

工方开沟深挖、更换管道直至化

粪池；而水务公司将原有的管网

抬高排入深化池，两家单位将管

网彻底分离，各负其职。等天气

好转，有望彻底根治这个污水渗

漏问题，还居民一个干净整洁安

全的环境。

通讯员 潘文红

记者
··

程贤高
···

阳光路金色阳光三期，出小区门右

侧房子（二百三十多号）前面，人行道边的

绿化带中间一段几乎成了垃圾中转站。

在这段约一二十米的绿化带里，

绿植已绝迹，垃圾桶、泔水桶挨着堆

放，甚至直接摆在绿化带上。可能是

觉得脏吧，不知道谁弄来泡沫板做了

与人行道的隔离，也可能是为了给这

个垃圾点划个界限。绿地都秃成这样

子，看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中国共产党淳安县委员会组织部遗失工商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3310000486001，
特此声明。 2017年3月15日

淳安县新世纪大酒店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证号：G1033012704182480U，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5日

王渐连和魏中国遗失女儿魏桂娟2017年
3月14日以前所开的所有的《出生医学证明》，
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5日

淳安县千岛湖镇四倍挖掘机维修厂遗失发
票一张，发票代码：133011630339，发票号码：
10489681，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5日

遗失声明

破解“老大难”街道换新颜

绿化带咋成了
“垃圾中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