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为消费者维
护合法权益保驾护航的同时，也是营造
放心消费环境的引领者，从每年的“3·
15”纪念活动到“月月3·15”，从日常工作
受理投诉到走进社区、乡村接诉答疑，以
及消费体察、比较试验等，每一项工作都
在为了营造放心消费环境而努力。

为了完善消费者维权机制，改善
消费环境，建立良好的市场消费秩
序，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自

治区市场监管局要做好3个方面的
工作：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健全保护
消费者权益的工作机制；坚持向竞争
要活力，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坚持向共治要效益，切实提高消
费维权的实效性。

“经营者要依法诚信经营，用诚实
守信打造品牌形象，消费者则要依法行
使监督权，主动举报失信经营行为。消
协组织发挥监督职责作用，加强调查体

验、比较试验等工作，助力消费领域信
用体系建设。”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副会
长杨林在解读2019年“信用让消费更
放心”年主题时说到。

消费维权工作任重道远，自治区
市场监管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清晰的
思路、有力的措施，不断开创我区消
费维权工作新局面。

乌海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消费知识。
（乌海市市场监管局提供）

百家企业代表在“放心消费在内蒙古”创建活动承诺
墙上签字。 田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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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要诚信守法经营，自觉
规范经营行为，以诚信赢得信誉、赢
得品牌、赢得消费者，进一步保护和
提振消费信心。全社会要形成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强大共识和浓厚
氛围，共同营造绿色、安全、和谐的消
费环境，不断增强广大消费者的获得
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党组书记陈洁在 2019 年纪念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现场致辞中这样说。

确实，消费维权事关消费者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是释放消费潜
力、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
重要保障。据统计，2018年,我区消
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5116件，

解决4311件，投诉解决率84.3%，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423.96 万
元。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畅通消费维
权通道，不断创新工作体制机制，充
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社会组织优势，大
力引导品质消费，妥善化解消费纠
纷，努力缓解社会矛盾，为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作出了积极努力。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局长白清元
在“放心消费在内蒙古”对话研讨会
上强调：在共建共治、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进程中，自治区市场监管
局一要加强监管力度，二要强化市场
主体自律，三要提高消费者维权意
识，四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

2019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
以“放心消费在内蒙古”为主线，努

力做好放心消费环境创建各项工
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
善线上线下消费维权诉求渠道，进
一步健全消费维权机制，大力化解
消费矛盾纠纷；继续做好我区“消
费者信得过产品”公示活动，倡导
诚信经营，提振消费信心，助力经
济发展；以公益诉讼、消费宣传、消
费教育、消费调查、消费体察、比较

试验、消费警示等活动为抓手，发
挥消协组织公益性职能，提升自治
区消协影响力，为消费者提供具有
前瞻性、指导性的消费服务；加强
消费者协会自身建设，为消费维权
工作提供扎实的基础保障，努力建
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靠得住、打
得赢的消费维权队伍，推进消费维
权工作再上新台阶。

提振消费信心的践行者

维护消费权益的护航者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的引领者

2019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信用让消费更放心”，是对消费领域信用体系的呼唤，也是
对放心消费环境的期盼。2019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将围绕“守住安全底线，聚焦民生
关切，服务发展大局”三大任务和“信用让消费更放心”的主题，共铸诚信，努力实现企业
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社会共治的新格局。

2018年我区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案例一
老年消费者遭遇陷阱
“神药”只能消食健脾

2018年 4月 10日，年过八旬的姚
先生到自治区消费者协会投诉称：由于
老伴患有心血管病、老年痴呆症，他经朋
友介绍到呼和浩特市某大厦6楼参加保
健知识讲座，期间促销人员介绍“祛浊胶
囊”能治他老伴的老年痴呆症，并且还能
降压、控脂、溶栓、溶斑、疏通血管等。讲
座结束后姚先生一次性购买了7565元
的“祛浊胶囊”。货到后发现说明书注明
的功效是消食、健脾，他感觉被忽悠了，
找到促销人员要求退货无果。

自治区消费者协会接到投诉后，与
讲座负责人和药品生产厂家沟通，指出
该讲座存在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
违法行为，并告知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
任，经协调，药品经营者全额退还了姚
先生购买药品的钱款。

●案例二
车辆保养时受损
4S店理应赔偿

消费者齐先生于2016年12月6日
购买了一辆“凯迪拉克”轿车，车价加上
购置税共计花费260500元。2018年1
月 18日，他开着行驶17500公里的爱
车到4S店做常规保养，因4S店的升降
机故障，造成车辆从空中掉落到地面。
事发后齐先生与4S店就赔偿进行了协
商，因赔偿金额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
致，齐先生投诉到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工作人员就消费者反映的情况进行了
解，4S店承认因升降机故障，导致车辆
严重受损，他们的意见是把车修好，并
给消费者一定的经济补偿，但齐先生要
求4S店赔偿270000元，或者更换同一

款型号新车。4S店认为，2018年的新车
价是217000元，消费者要求太高。经调
解，4S店同意收回消费者的车辆，一次性
赔偿245000元，消费者表示满意。

●案例三
预付卡消费问题多
办理需谨慎

消费者林某带孩子外出游玩时，路
遇呼市某游泳馆销售人员推销游泳课
程年卡，并借会员活动、亲子套餐等诱
导消费者登记电话和证件号等信息，消
费者缴纳3000余元与该游泳馆签订办
理游泳年卡的协议。消费过程中，他发
现游泳场地不能完全开放。销售人员
称场馆属于开放初期，后期会慢慢完善
设备逐一开放。几个月后，场馆仍旧没
有像销售员描述那样全部开放。消费
者回看协议发现，其中有关于孩子游泳
的年龄限制和诸多不平等条款，于是要
求解除合同并退款，游泳馆不予理会，
消费者诉至呼和浩特市消费者协会。
接到投诉后，呼和浩特市消费者协会向
该游泳馆下发了案件调查通知书，在消
协工作人员的询问、调解下，销售商退
赔消费者办理年卡的费用。

●案例四
合同细节约定不明确
网上报名培训引纠纷

兰女士花4537元在网上报了一家
消防证培训班，后因带孩子学习的时间
不多，她便提出解除合同，双方因退款
金额产生纠纷。2018年10月29日，兰
女士来到包头市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

包头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得知：兰女
士认为自己只是试听了几节2018年的
免费课程，正式的课程从2019年才开

始，因此除了150元的资料费其余款项
都应退回；培训机构称服务条款已经明
确约定退班要扣除已上传课时费，包括
赠送的课时，兰女士因个人原因提出退
班，是消费者违约在先。消协认为虽然
合同对于退款有约定，但对细节问题约
定不明确，双方可以按照协议约定承担
各自的责任，并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解
决。经调解，培训机构扣除相应的课时
费及资料费后，为兰女士退款3950元。

●案例五
木门指标不达标
卖家退款又赔钱

杨先生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某
家具卖场摊位购买木门，怀疑有质量问
题，经自行送检，有一项指标未达标。
他找到经营者提出诉求：退还全部货
款；由经营者承担检测费以及600元的
运输费，赔偿消费者误工费 3000元。
但是经营者不同意其要求，于是杨先生
投诉到海拉尔区消费者协会。经营者
称杨先生的木门是由一家木门厂定制，
只是经她手卖给杨先生。消协工作人
员告知经营者其卖给杨先生的木门，虽
不是由她家生产，但既然检出不合格指
标，就有义务承担赔付责任，然后可以
再向生产企业要求赔偿损失。经多次
调解，经营者退还杨先生全部购门款
项，承担检测费用及600元的运输费，
并赔偿误工费用2000元。

●案例六
银行未兑现承诺利率
消费者投诉维权

2015年，吴先生在一家银行购买5
万元三年期开放式基金。申购前，银行
业务人员指导吴先生阅读了相关条款，

称三年赎回利息是6500元，这些年购
买者的利率都是和预期一样，基本上不
会出问题。吴先生随即购买了基金，银
行业务人员在凭条醒目处手写“三年之
内不赎回保本，利息 6500元”。2018
年10月理财到期，取款时发现利息与
当初承诺不符，少了 1500 元，吴先生
找银行交涉，要求兑现承诺，但遭到拒
绝，吴先生投诉到了赤峰市消费者协
会。工作人员调查时，银行负责人称
基金利息预期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并
且也不认可申购凭条上的手写承诺，
不承认是该行业务人员所为。消协要
求银行提供吴先生购买时录像资料，
被银行以只保存6个月的录像为由拒
绝。随后，消协要求银行提供经办人
员笔迹进行验证。最终经调解，银行
为吴先生补偿500元现金和1000元的
医院体检卡。

●案例七
中介有误导之嫌
退还贷款服务费

北京市的腾先生想在赤峰市购买
一套楼房，2018年3月10日，他在松山
区某地产中介提供的房源中看中一处
楼房，并向中介缴纳 2万元的购房定
金。随后提出要抵押楼房从银行贷款，
中介称可以办理，并收取中介费7000
元，贷款服务费8000元。办理贷款时，
被告知因腾先生妻子的问题不能提供
贷款，中介要求腾先生与其妻子假离婚
再办理贷款。腾先生不同意中介的做
法，决定全额付房款，并提出退回贷款
服务费8000元的要求。中介认为已经
为腾先生办理贷款服务，该款不能退，
双方因此发生纠纷，腾先生在交涉无果
后投诉到赤峰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
员调查后了解到，地产中介在为消费者

提供服务时有误导之嫌，而且违背了公
民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拒绝消费者合
理诉求的行为也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最终中介为消费者退回贷款服务
费8000元。

●案例八
合同约定不合理
不该收取违约金

2018年 8月 20日，高先生向乌海
市消费者协会投诉称：他因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到海勃湾区内蒙古奥立升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修车，该公司出
具的任务委托书中注明“如不维修收
取百分之二十违约金”。因车辆损坏
严重，保险公司决定按照报废车辆赔
付，不需要修理。4S店以该车未修理
要求消费者缴纳24800的违约金，双方
多次协商未果。

乌海市消费者协会调查了解到，经
营者提供了车辆损伤件清单及任务委
托书，认为消费者未修理已经违约，需
要按照约定赔付违约金，而消费者认为
实际只发生了车辆拆装工时费用。消
协指出：该违约金收取没有依据，按任
务委托书除拆装工时费外并无其他费
用，不得额外再收取费用，最终双方达
成和解，该公司不再收取违约金。

●案例九
开发商卖楼没证
消协调解退款

2018年 8月，温先生到锡林郭勒盟
消费者协会投诉称：他在锡林浩特市汇
德国际售楼部看中一套商住房，置业顾
问当时承诺，提前交钱可以享受购房优
惠，他当即向开发商交付45000元购房
认购金，并签订了团购活动确认单。后

期，温先生得知购买的商住房尚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便与开发商协商，要
求退还认购金，但是售楼部却总是以领
导不在等理由故意拖延。无奈之下，温
先生来到锡林郭勒盟消费者协会请求维
权。工作人员调解过程中，温先生称当
时被置业顾问宣传的巨大优惠所诱惑，
没有问清这笔钱算“定金”还是“订金”，销
售人员也未告知该楼盘尚未取得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这一重要事实。售楼部工作
人员称，该楼盘项目确实尚未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但是可以对外开放预约，
业主缴纳的房款属于购房认购金，交易
时可以享受承诺的购房优惠，开发商也
会为其保留房源。经过协商调解，最终
开发商认识到错误并同意退还温先生
45000元。

●案例十
美容纠纷找消协
最终获赔3万元

2018年5月10日，消费者郑某到准
格尔旗消费者协会投诉称：她在准格尔旗
某美容养生会所内用玻尿酸做穿刺文和
下巴填充时，听从商家关某建议做了玻尿
酸鼻梁填充。两个月后出现触及有疼痛
感，面部发青、红肿、有压迫感的现象。

消协工作人员建议郑某到权威医
院进行面部诊断，5月29日，郑某拿回
诊断证明显示，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诊断须做鼻梁注射物取出术。经多
次协调、沟通，双方最终达成并签署调
解协议：准格尔旗某美容养生会所关某
自愿一次性赔偿消费者郑某3万元，郑
某后续进行鼻部注射物取出术的治疗
费用（医药费、住院费、护理费等等）均
由自己承担，郑某手术后关某同时不再
承担疤痕修复及其他责任。
（本版文字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2018年
全区消协组织受理
消费者投诉5116件

2018 年,我区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
者投诉 5116 件，解决 4311 件，投诉解决
率 84.3% ，为 消 费 者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1423.96万元。

去年，全区消协组织受理商品类投诉
3255件，其中服装鞋帽类共647件，占商品
投诉总量的 19.88%，位居商品类投诉第
一。家用电子电器类、交通工具类、日用商
品类及服装鞋帽类4类商品的投诉量分别
居第二到第五位。

受理服务类投诉1455件，生活、社会服
务类投诉有698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
47.97%，位居服务类投诉第一。电信服务，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销售服务及生活、社
会服务类等4类服务投诉分别居第二到第
五位。

□链接

消费投诉状况分析

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多发。2018年，
全区生活、社会服务类的投诉呈多发趋
势。主要表现为：高价推销服务或产品，服
务效果与宣传不一致，办理预付消费卡后，
服务质量大打折扣，办卡容易退卡难等。

老年消费投诉日益增多。2018 年，全
区老年消费类投诉呈日益增多趋势，主要
表现在一些不法商贩采取流动兜售、上门
推销等方式,以免费咨询、义诊等为诱饵，向
老年人推销“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

食品、餐饮消费问题突出。随着互联
网的不断发展，网络外卖订餐等服务纠纷
逐渐增多，主要表现在：外卖不能按时送
达、因食品质量引发疾病等问题；广告宣传
存在问题，使用会员卡和商家赠送的代金
券限制多，消费者充值办卡后商家关门停
业等预付卡问题。

装饰装修行业乱象丛生。在家庭装修
过程中，经常发生因部分经营者缺乏诚信、
低价揽客、服务质量与合同不一致而造成
的消费纠纷。主要问题包括：经营者技术
力量不足无力履约，部分装修公司在设计
水平、施工能力等方面能力不足，个别装修
公司无资质、野蛮施工，或因层层转包导致
施工质量与合同不符等现象。

预付卡消费风险高。目前，预付卡消
费成为许多商家的营销模式，也被广大消
费者接受。但在消费过程中，往往会因
经营场所搬迁、经营者跑路、没有办理合
同或合同条款不明确、预付卡遗失、经营
者单方改变使用性质等等原因产生消费
纠纷。

新型消费纠纷持续增加。2018 年，网
络、电视电话购物投诉增多，主要问题包
括：邮寄的产品实物与宣传不符、存在瑕疵
等质量问题，商家拒绝退换货；商家打着国
家有关部门保护、推荐产品的幌子，诱骗消
费者汇钱，结果财货两空；电商平台以各种
理由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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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表彰“十大最美消费维权人物”。田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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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消费在内蒙古”创建活动揭牌。 田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