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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交通工具类的投诉共 3229 件，占商品类投诉总量的 17.46%

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电动车电池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电动车因
超标、车架号与车型不符导致无法上牌或无合格证；热销车型提车临时加价；
经营者拒绝或拖延履行“三包”义务；支付订金预购车辆，因无购车意向，拒绝
退款；提车时汽车外观或性能和预订时不相符；不履行购车前优惠政策等

又到一年3·15，海南消费者去年投诉最多是什么？

交通工具类投诉居榜首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罗霞 通

讯员王雪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3月11日
公布去年全省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受理
情况，我省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集中
在交通工具、家居用品、销售服务、餐饮和
住宿服务、服装鞋帽等五个方面。

海南银保监局启动
教育宣传周活动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秦娇）3月11日，由海南银
保监局主办,主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
优化服务”的海南2019年“3·15银行
业和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现场播放
了海口农商银行原创消保系列微电
影，讲述了反假币、非法校园贷和电信
诈骗等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故事。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海南银
保监局辖内各银行将采用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在营业网点为客户提供金
融知识咨询服务,并在街道和社区设
立固定宣传台，进行金融知识公益宣
传和金融风险教育提示。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马济渊）3月11日上午，

“诚信建设万里行”（海口站）接力活
动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10家企
业代表和5家行业协会代表签署了
信用承诺书。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决策部署，中
宣部于去年6月启动了“诚信建设万
里行”主题宣传活动。国家发展改革
委去年9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

“诚信建设万里行”相关活动的通
知》，从2018年10月起在全国31个
省区市的62个城市依次开展接力周

活动，海口市的专题活动接力时间是
3月11至17日，是全国第21站的第
51个城市。

海口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通过扎实开展“诚信建设万里行”
活动和“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传
活动，以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为重点，
着力营造讲诚实、守信用的舆论环
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切实增强全
社会的诚信意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据了解，在本次专题活动中，海
口将组织开展“企业亮信用”活动，在

“信用海口”网站“诚信建设万里行”
专栏下的“企业亮信用”栏目中开展
企业亮信用工作，各相关单位要组织
所辖领域企业补充公示企业信用信
息和具有资质的企业征信机构出具
第三方信用报告上传至“企业亮信
用”栏目，企业应就其补充公示内容的
真实性做出信用承诺；组织开展“信用
修复”培训活动，邀请专家对信用修复
工作、流程和标准进行培训；组织开展
增强守信获得感的“信易+”活动，大
力推进“信易贷”“信易租”“信易行”

“信易游”“信易批”“信易食安”等“信
易+”活动，让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

在多个方面获得实惠和便利，增强诚
信主体的获得感；开展诚信进社区进
校园活动等。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海
口相关部门要争取在政务诚信、个人
诚信、商务诚信和司法公正方面有新
的突破。做好联合奖惩工作的落实，
确保守信一路绿灯，失信处处受阻。
同时，加大诚信建设工作的宣传，引
导个人和企业信用理念逐步形成，不
断营造全市良好的信用环境。

本次活动由省发改委指导、海口
市政府主办、海口市发改委和省信用
协会承办。

儋州去年抓获
2413名电信诈骗嫌犯

本报那大3月11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廖伟生）扫黑除恶，整治电信诈骗，儋州去年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2413名。3月11日，儋州市召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暨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
项行动推进会，将加大打击力度，让黑恶势力无处
遁形，摘掉电信诈骗“全国重点整治地区”帽子。

儋州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电信网络诈骗打
击保持高压态势，去年2项工作成效显著。扫黑
除恶，该市共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1个，破获
黑恶类案件99宗，抓获犯罪嫌疑人122名，缴获
冻结涉案资金212.4万元，打团伙、破案、抓人三
项指标全省排名前列；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抓获犯
罪嫌疑人2291名，打掉团伙366个，端掉窝点
374处，侦破案件2223起，缴获、冻结赃款2358.8
万元及作案工具一批。

儋州今年将对重点人员严格执行“七个一
律”，100%管控到位，大力开展金融、运营商等行
业清理整顿，落实监管责任，堵住监管漏洞。

海口海关今年将开展
“国门利剑”专项行动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危炜）海口海关3月11日召开的关区打击走私工
作会议透露，2019年海口海关将开展“国门利剑
2019”联合专项行动，重点针对“洋垃圾”、象牙等
濒危物种、成品油等重点涉税商品、冻品、粮食等
农产品以及涉枪涉毒走私，重拳出击、持续用力，
切实加强监管查缉。

2018年，海口海关全年共侦办走私犯罪案件
68宗，比去年同期增长61.9%，案值11.5亿元。
其中，2018年，海口海关聚焦中央关注问题，按照
海南省部署要求迅速开展打击走私成品油专项行
动，对全岛成品油走私团伙进行全链条打击，共打
掉走私成品油团伙10个，抓获涉案嫌疑人160余
名，案值约为6.06亿元，查证涉案走私成品油约
为9万吨；聚焦社会关切、群众关心问题，组织开
展“国门利剑2018”联合专项行动、“蓝天2018”
等一系列打击走私专项斗争和联合行动，积极参
与海南省“禁毒三年大会战”行动，打掉走私钢铁
废碎料团伙6个，查证走私出口钢铁废碎料18.09
万吨；查办走私新型毒品入境系列案5宗，查获

“巧克力”“糖”“邮票”等新型毒品约3.9公斤，首
次打掉一个境外人员向我国年轻留学生群体走私
贩卖新型毒品的网络。

诚信建设万里行（海口站）接力活动启动

海口将组织开展“企业亮信用”活动

扫黑除恶进行时

我省登记消费者诉求133249件
投诉32072件 占诉求总量的24.07%

（以上数据来自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省政府12345热线、省12315热线） 制图/陈海冰

服装鞋帽类投诉 1994 件，占商品类投诉总量的 10.7%

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服装出现褪色、缩水、起球、破洞、开线、
鞋子掉皮、鞋底短期开胶开裂等质量问题，商家拒绝维修；商家不按
“三包”规定退换货等

家居用品类投诉2582 件，占商品类投诉总量的 13.96%

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定制的商品与实际不符；三包期内出现售后问
题；商家未按照约定时间进行送货、安装、维修等；定制产品尺寸与实际不符等

销售服务类投诉2555 件，
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 18.82%

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因经营者歇
业、转让、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导致消
费者办理的预付卡不能正常使用及
预付卡余额无法退还；办卡时的承
诺不履行，降低服务质量或限制消
费范围；通过虚假宣传诱导充值；接
受服务时人身财产受到伤害等

餐饮和住宿类投诉2244 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 16.53%

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通过有关美食网团购餐饮券，在使用过程
中商家临时加价；通过APP预订的酒店住宿环境图片与实际不符；餐饮
份量、质量、服务水平下降；酒店涉嫌发布虚假广告诱导消费；预付消费产
生纠纷；在网站平台预订酒店存在订单无故取消或酒店无房提供等

商品类投诉18497件 占投诉总量的57.67%
服务类投诉13575件 占投诉总量的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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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黑榜”没有“红榜”
厘清政府权责边界

■ 李英锋

来论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在3月11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谈到取消“知名商标”“著名商
标”等名牌评选认定活动，以及取消“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评比活动时表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他提出，在政府的榜单上只有“黑
榜”没有“红榜”，“红榜”是消费者的口碑，是企
业应该做到的，“黑榜”就是经营者违法经营要受
到惩处。（3月11日新华网）

实际上，近年来，张茅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
阐述过“红黑榜理论”，此番在国内外都高度关
注的全国两会上，张茅再次对政府榜单只有“黑
榜”没有“红榜”做出强调，展现出市场监管部门
一以贯之咬定目标厘清监管职责、摆正服务关
系的恒心和决心，展现出市场监管理念的发展
和进步。

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这是市
场经济的一条基本法则。一家企业是否信得过，
一个品牌是否知名，应该由市场来评价，应该由
消费者来决定，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是真实的，才
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并没有为企业的产品、
信誉等背书的法定职责，那样不仅会扭曲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还会影响公平竞争，影响市场的健
康发展。当然，政府具有评价企业的职责，但这
种评价属于法律评价或征信评价，即张茅所说的

“黑榜”。
政府榜单只有“黑榜”没有“红榜”，不仅是

政府厘清权责边界的应有之义，也是对企业找
准发展定位的合理引导。企业要生存，要发展，
要获得好的市场口碑，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不能
靠政府的“红榜”，不能依赖政府的“好评”，不
能寄希望于一劳永逸的行政确认，而是要靠自
己，靠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靠不断创新，靠责任
的持续付出等等。如此，才是企业健康发展的
长久之计。

政府的榜单只有“黑榜”没有“红榜”，不应仅是
市场监管理念，还应是其他部门的监管理念，应是
企业发展的共识。唯有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各得
其所，按照法律和市场规律办事，才能保证政府到
位而不越位，才能构建一种合理有序的政企关系，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

立足海南，纵论天下；追逐
热点，拨云见日。

“海客谈”为您多领域扫描、
深层次分析热点，解读新闻背后
的真相。今天推出第一期评论，
关注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
叫停槟榔广告一事，旨在抛砖引
玉，欢迎探讨交流。

开栏的话

党报观点

时
事
图
说

■ 李拯

激发市场活力的乘数效应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我们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有了很大提
升。”“‘放水养鱼’，给民营企业带来更
好预期。”参加两会的企业家代表委员
对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充满期待。

营商环境的改善，企业家感受最直
接，也最有发言权。一位企业家代表算
了一笔账，去年5月增值税税率降低一
个百分点，到今年2月底该企业因此少
缴增值税1900万元。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进一步明确，“将制造业等行业现
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降至
9%”。堪称财政、税收、金融领域史上最
大的“政策红包”，将会在今年逐步落地，
不断为企业经营发展释放政策红利。

优化营商环境不仅关乎市场生态，
更涉及政府监管机制的深层变化。政
府既要做好“放”的减法，把不该管和管
不好的交给市场，也要做好“管”的加
法，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比如，整

合各个部门监管职能形成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就是要解决政出多门、责任不
明、推诿扯皮的顽疾，从而提升监管效
率、提高行政效能。“放”与“管”的加减
法，实际上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
辩证法。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在加强服务
和监管上做加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
激发市场活力的乘数效应，让市场主
体的创新潜力充分涌流，推动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由此来看，优化营商
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是着眼于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性谋划，更是实现长远可
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为民
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
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政府工作报
告中再次提出，坚决克服“准入不准
营”的现象，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
低 10%……一系列扎实举措，为中国
经济增强了信心。一个环境更优、机
会更公平的营商环境，将会为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

（摘编自3月11日《人民日报》）

规范行业岂能搞“突然袭击”
■ 张永生

近日，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印
发通知，要求当地所有槟榔生产企业必
须在一周内停止国内全部广告宣传。
此通知一出，立即受到舆论广泛关注。
有网友对此表示赞成，但也有不少网友
质疑，槟榔广告停得不明不白，给出的
时间节点又是“3·15”，是不是有什么特
殊用意？还有的网友认为，叫停槟榔广
告，怎能不让生产企业有点思想准备？
这些质疑，恐怕是相关协会始料未及
的，也是应当直面并回答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
产业想在市场上立足、发展、壮大，都
离不开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这是常
识。近年来，坊间关于槟榔是否可以
称为“食品”的争论很多，人们对槟榔
产品是否应该做广告更是莫衷一是。
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出台上述举

措的初衷，无非是加强行业规范，无可
厚非。但没有打预防针，搞“突然袭
击”“一刀切”，且限时十分短促，不仅
会让企业措手不及，给整个产业带来
较大冲击，也会让人们产生各种猜疑。
正如有人所说，即便是烟草有害都要经
过多方论证，国家禁止烟草广告时也
列出“时间表”，给生产企业留下一定
的消化时间，更何况是连是否有害都
没有明确结论的槟榔产品？所以，叫
停槟榔广告引发争议，涉事协会被推上
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就不奇怪了。

立规范、做决策、出举措，特别是
在一些可能关系到公众健康的事情
上，当然容不得“慢动作”，但也不能追
求“短平快”。在这方面，不仅有一系
列政策，还有一整套机制。就拿槟榔
广告这件事来说，到底应不应该做广

告？倘若不应该做广告，又当如何规
范？凡此种种，不是也不能只由某个
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说了算，而要有其
他方面的声音。很多时候，出台“一纸
禁令”、搞“快刀斩乱麻”，看起来决心
大、效率高，但难免会有“长官意志”之
嫌，不仅不能消除旧愁，还会再添新
忧。换言之，“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
畅通渠道，广开言路，比如召开听证
会，让利益各方当面锣、对面鼓，亮明
观点态度，表达合理诉求，提出意见建
议，才能提高决策举措的民意含金量，
执行起来阻力也会小很多。这方面的
成功案例现实中并不少见。

话到此处，笔者不由想到邓颖超同
志上世纪40年代在河北做土改工作时说
的一句名言——“馍馍熟了再揭锅”。生
活中，馍馍不熟忙揭锅，就要吃“夹生

饭”；干工作，“萝卜快了不洗泥”，很可能
吃力不讨好。祛除这样那样的“急性
病”，关键是要讲科学、重规律，把握好节
奏，掌握好火候，充分酝酿、循序渐进、有
条不紊，不操之过急，不急于求成，更不
指望“一口吃成胖子”。这些道理，可能
在有些人听来不过是老生常谈，可从现
实中不断出现的事例来看，它仍然有价
值，而且有说的必要。事实上，道理成为

“老生常谈”，恰恰一方面说明它很重要，
一方面折射它在有些人那里还很欠缺。

规范行业没毛病，“突然袭击”缺
情理。如何让槟榔广告规范起来？如
何让管理决策科学合理？能否答好这
一连串问题，往小里说，考验的是一个
部门的办事能力、工作智慧；往大里
说，则检验着一个部门的责任担当、治
理理念。切不可等闲视之！

禁设只是第一步

微评

近日，由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
门制定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管理规定》公布。《规定》明确，中小
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
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
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
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

从关照学生健康饮食的角度来
说，叫停校园小卖部有其必要性。毕
竟为学生的安全饮食护好驾，是学校
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要知道，校
内禁设小卖部不难，校外整治主打

“五毛食品”的小卖铺却不易。而且，
禁设小卖部的规定中还有一道“确有
需要设置”的口子，具体落实效果尚
有待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学
生健康饮食安全，还需家庭、学校、相
关部门以及社会共同努力，充分予以
重视。这正是：

健康饮食不容忽，
校园禁设第一步；
协同治理不可少，
携手共进齐部署。

（图/美堂 文/邓瑜）

@人民日报：减负就是减压。“上面
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从文山会海中解
放出来，从痕迹管理中解脱出来，从过度
检查中解救出来，基层干部才能轻装上
阵。减负就是减压，也是添动力，不再堆
材料、凑数据、造“盆景”，基层干部真正
被松绑了，就更有心劲集中精力办实事，
解决难题求实效。

@新华视点：做实体经济就得心
无旁骛。“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
这是本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引
起企业界广泛共鸣。做实体经济就是
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的问题，要
有格局和胸怀。做好实业，贵在一个

“实”字。摈弃“赚快钱”的浮躁心态，
沉下心来深耕主业，企业才能做大做
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光明日报：管导师叫“老板”并
不太好听。不可否认，跟着导师一起
做课题、完成项目是一个难得的学习
机会。然而，在某些学校中，一些导师
以“老师”之名，行“老板”之实。要知
道，导师和学生首先是两个平等的个
体，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同时两
者又在交流和互动中形成共同体，共
创共享、共同成长。 （邓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