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民生监督员 今日挂牌 追踪

澳林生活广场水池换清水啦

3月7日，“社区民生监督员 今日挂

牌” 报道了澳林生活广场上的水池从去

年夏天开始就没换过水，水池露出淤泥和

垃圾一事。昨日，该水池的管理方金牛区

园林局绿化科张科长告诉记者：“经过一

周的努力，澳林生活广场的水池清淤和清

理杂物工作已完成，并注入了清水。”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澳林生活

广场， 看到水池里的淤泥和垃圾已没了

踪影， 一池清水在微风的吹拂下漾起了

层层波纹。张科长说：“我们还准备在水

池里投放一些水生植物和鱼儿， 给居民

创造一个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成都商报记者 刘涛 成欢

高新区11商家响应

食品安全自律机制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王垚）

成都市高新

区在“3·15”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对大型商

场超市及连锁零售企业启动了商场超市食品安

全自律机制。昨日上午11时，“大型商场超市及

连锁企业食品安全自律暨地方名优产品质量推

介会” 在成都高新区新南天地苏宁广场举行，

辖区内11家大型商场超市及连锁企业来到现

场，依次签名以表示对该项自律机制的响应。此

外，成都市工商局、质监局等部门和单位也来到

现场，接受市民们的咨询、投诉和检测。

交警权威发布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成都商报

成都31家环保NGO

倡议“绿色消费”

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成都31家

环保N G O 组织的代表昨日聚会联合发出“绿色

消费、绿色选择”的倡议书，同时还投票评选了

最具人气的具体行动倡议， 成都观鸟会提出的

“不吃、不养、不放野生鸟类。美丽中国，从嘴开

始”成为得票数最多的行动倡议。

四川省林业厅副厅长降初表示， 省林业厅

正计划联合教育部门、共青团系统等，联合呼吁

拒绝消费野生动物。 昨日与会的环保组织的代

表们表示，从今年起，成都的环保公益组织每年

都联合发出与绿色消费有关联有价值的主题倡

议，供广大消费者参考。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交警提醒：

还有3000多个H证待领

成都商报讯（周小川 记者 王圣）

从

3月1日开始， 我市2013年度货运汽车城

区道路行驶证开始启用。上周，有8000多

名货车车主在交警六分局申领货运汽车

城区道路行驶证H 证。到目前为止，已经

发放H 证4200多个，还有3000多个H 证待

领。交警六分局提示，还没有领取H 证的

车主，尽快抓紧时间前往分局领取。

此外，从3月11日起，交警六分局不

再受理H 证办证申请。申请H 证的车主，

可于每周一，到交警一至五分局申请。

市工商局受理的网购投诉

去年增了三倍多

昨日， 市工商局公布了2012年成都市工商

局消费维权报告。去年，成都市工商局共受理消

费者咨询、申诉、举报15.3万件，同比增长22.3% ；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832.1万元。

和2011年相比， 服务类的申诉出现了较大

变化。去年，服务类申诉有11776件。排名前五位

的服务类申诉分别是宽带网络服务、 移动电话

服务、宾馆住宿服务、网购服务以及餐馆服务。

其中，网购服务纠纷增长最快，去年一共有569

件，是2011年184件的3倍多。市工商局认为，网

购服务的主要问题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虚假宣

传，夸大商品的性能；二是产品标签标识不符合

国家规范；三是不按约定时间送货；四是低价商

品质量差。

而在商品种类的投诉中， 手机申诉共3864

件， 依然占据榜首。 排名前五位的商品类投诉

是：手机、服装鞋帽、食品、普通乘用车以及便携

式计算机。

无论是服务类投诉，还是商品类投诉，前五

位的投诉量比2011年都有所上升， 只有餐馆服

务和食品的投诉量在下降。

此外，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昨日参加成都

电台 《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 时称：

“2012年投诉总量较2011年增长了比较大的数

字，增长了58.5%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消费者在网上团购， 发现团购的质量或者

是服务上出现问题的话， 可以向团购的网站提

出申诉， 同时也可以向团购所在地的工商管理

机关进行投诉。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严薇

苹果十大维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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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消费 大家最不满意

省统计局发布“3·15”专项调查报告，网购安全可靠性认可率超八成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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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看台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

” 第

13066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158

，全国中奖注数

8393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

排列

5

中奖号码：

15818

， 全国中奖注数

86

注，

单注奖金

10

万元。

●

电脑体育彩票“

22

选

5

”

第

13066

期开奖号码：

03

、

05

、

06

、

11

、

12

， 一等

奖

38

注，单注奖金

10823

元

,

二等奖

3652

注

,

单

注奖金

5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

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 第

2013066

期开奖结

果：

01

、

12

、

22

、

14

、

11

。 一等奖

2

注， 单注奖金

36882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

3D

”第

2013066

期开奖结果：

041

，单选

10460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30920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

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3029

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

29

、

23

、

06

、

19

、

10

、

07

， 蓝色球号码：

12

。 一等奖

12

注， 单注奖金

6611365

元。二等奖

473

注，单注奖金

61320

元。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

133260864

元。（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3·15特别维权行动

维权热线：86613333-1

今天起

11条公交线路改道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配合二

环路“双快”建设，今日起将临时调整

65、75、79、91、106、114、139、8、20、112、

182路11条公交线路。

调整后，65路、75路、106路和91路起

点站至莲花一区站行驶路线及站点不

变，临时调整经莲桂西路、顺江路、三官

堂街后回原线行驶。139路， 起点站至琉

璃一街站行驶路线及站点不变， 临时调

整经高攀东路、火车南站东路、人民南路

后回原线行驶。79路起点站至静居寺二

环路口站行驶路线及站点不变， 临时调

整经龙舟路、顺江路、一环路、科华北路、

锦绣路后回原线行驶。114路起点站至莲

桂南路站行驶路线及站点不变， 临时调

整经龙舟路、顺江路、一环路、科华北路、

锦绣路后回原线行驶。 同时，8、20、112、

182路出城方向： 临时调整经双林路、双

庆路、多宝寺路后回原线行驶。临时取消万

年场站、万年场公交宿舍站和跳蹬河站。

昨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了《2013年四

川“3.15”消费者权益日专项调查报告》，调

查了省内1000名消费者， 他们对家电消费质

量的满意率最高，对药品消费的满意率最低；

“假冒伪劣产品多”和“广告过度宣传误导

消费者”连续第三年成为消费者最亟待解决

的问题。不过，遇到消费纠纷或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的消费者比例逐渐减少， 省内消费者维

权意识逐步增强。

遇纠纷咋办？

三成选择“忍气吞声”

“这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为1000个，其中

城镇居民占64.1% ，农村居民占35.9% 。”四川

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访问对象为成都、绵阳、广元、内江、眉山、

宜宾、达州、巴中、凉山州等9个市（州）年龄

在18- 70岁之间的城乡常住居民。

报告称， 有30.0%的受访者表示2012年

的消费中遇到过纠纷或产品质量问题， 其解

决方式是“直接与商家交涉或寻求合法渠道

解决”的占62.7% ，有34.0%的选择“怕麻烦，

忍气吞声算了”，选择“其他”处理方式的占

3.3% 。 与历年调查结果对比来看， 在2011—

2013年， 遇到过消费纠纷或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的受访者比例逐年下降， 遇到问题后选择

积极维权的受访者比例逐渐上升， 反映出消

费者维权意识增强。同时，在问及受访者“对

当前消费市场在确保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满意

程度”时，表示“非常满意”的为5.1% ，“比较

满意”的为19.6% ，“基本满意”的为52.8% ，

受访者的满意率 为77.5% 。

最不满意啥？

药品旅游食品满意率最低

此次调查中， 受访者对日常消费的七种

主要商品或服务质量进行了满意度排名。调

查结果显示，家电消费、汽车消费和金融保险

服务的满意率位居前三甲，食品消费、旅游服

务和药品消费的满意率垫底。 最低的是药品

消费，满意率仅为61.4% ，与居第一名的家电

消费相差27.8个百分点。

“食品消费的满意率较2012年调查结果

明显提高，上升了17.4个百分点。”上述负责

人透露，2013年药品消费、服装消费、旅游服务

的受访者满意率较2012年下降较为明显，其中

药品消费的下降幅度最大，达10.9个百分点。

最担心什么？

假冒伪劣产品和虚假广告

调查中还发现， 消费者在消费中最担心

“假冒伪劣产品多”和“广告过度宣传误导

消费者”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当前

消费市场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里，选择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方面，分别达到了

55%和53.9% 。”该负责人说，位于第三位的为

“商业欺诈现象较多”，但选择率仅有24.1% ，

“而且从2011年起， 这两个问题就一直排在

前两名，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了。”

受此影响， 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广告

宣传的信任度较低，“非常信任”的受访者为

1.8% ，“比较信任”的为6.8% ，“基本信任”的

为24.2% ，以上三者比例相加只有32.8% 。表示

“不太信任” 和 “很不信任” 的受访者为

48.8%和18.4% 。

继去年两度炮轰苹果公司维修条款，连续

指出苹果维修条款“五大问题”“十大问题”

后，昨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再度发布报告，指出

苹果产品维修十大问题。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

市消协了解到，该报告是由中消协联合包括成

都在内的全国副省级以上消协共同点评的。接

下来， 中消协以及成都市消协将分别约谈北

京、成都地区的苹果经销商，希望其及时整改。

根据中消协的不完全统计，2012年各地

消协组织共受理苹果公司产品投诉2170件，

其中涉及售后服务的投诉占25.6% ，高出家电

全行业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

手机开不了机，对方不保修

根据中消协的总结， 苹果产品售后维修

服务方面的投诉， 突出体现为部分经销商或

维修点存在更换强制留旧件、 擅自更换好部

件、维修损坏多敷衍、单方判断拒维修、数据

损失不负责、维修换新争议大、履行义务不充

分、换件欺诈骗客户、检测维修不出据、修理

拖延时间长等十类问题。

中消协发现苹果公司存在单方判断拒绝

维修的现象。2011年，林女士购买的iPhone4手

机出现了无法开机的问题。 送到当地苹果检

测点检测后，对方称是“程序未经授权改装”

不予保修， 但是消费者表示自己从未安装过

任何软件，要求给予保修。

中消协分析， 苹果公司规定， 如果因为

“非原装零件故障或因滥用、 误用或其他外

因”导致产品损害而需要维修，苹果公司有权

不予维修并退还产品。但是，对于何为“滥用、

误用或其他外因”，公司并未给出确定的范围

或条件。因而，经营者具体操作时可能任意扩

大使用。在上述案例中，对于产品故障原因的

判断是由苹果维修商单方做出的， 消费者举

证困难。对于产品质量，苹果公司及其授权维

修商负有维修义务，如果由于所谓的“滥用、

误用或其他原因” 拒绝维修， 应举证加以证

明，否则，单方的主张无效。

更换强制留旧件，是消费者修完产品后，

要求苹果维修点退还旧零件被拒绝。 中消协

认为，消费者购买苹果产品后，对于所购产品

及其零配件、部件拥有所有权，并有权对其占

有、使用、收益、处分。苹果公司不能侵犯了消

费者的所有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维修时手机资料丢失，苹果不负责

除了在维修时苹果产品硬件的问题，中

消协还列举了维修后出现的6个问题。 其中，

消费者赵女士的苹果手机在维修时， 手机内

全部资料被维修人员弄丢。 消费者要求将资

料找回， 但是经营者只同意给消费者免费更

换全新外壳。 后消费者自行联系了数据恢复

机构，费用为5000元，但苹果售后不肯承担这

笔费用。

同时， 苹果产品的维修换新也引发了争

议。消费者反映，三包期内，维修苹果产品时，

服务商大多采用除后盖外整体换新的做法，

这模糊了整体换新与换货的区别。

中消协发现， 苹果公司的笔记本主板只

保修一年，与我国三年的规定不符。同时，部

分苹果公司维修点还出现给消费者换手机屏

幕，但不保障是原装屏的问题。还有，部分苹

果公司维修点检测后， 不给消费者出具检测

报告，部分苹果公司还存在修理2个月都没有

修好的问题。

今天是3·15，继去年两度炮轰苹果公司维修条款的问题后

中消协再发苹果产品十大维修问题

本次维权行动由成都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成都市消费者

协会、成都商报、成都电视台第

二频道、成都全搜索联合主办

今晚6时锁定CDTV-2

看咱成都人的3·15晚会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迅）

今晚6时至

7时，打开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您将看

到一场最贴近成都本土消费状况、 对成

都市民生活最有指导意义的3·15晚会。

成都商报社·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

3·15特别行动“人人都是消费者”3·15

晚会由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指

导、 成都商报社与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

共同举办。 晚会将通过揭露市场不公正

的消费情况， 以媒体的力量打击违背市

场公平规律的商家， 讨论消费者权益保

障的话题，引导全社会信守诚信公约，提

高企业商业道德水平， 同时也努力营造

市民放心的消费环境。

昨晚7时， 晚会进行了节目录制。记

者从录制现场了解到， 本次晚会最大的

特色就是以新闻的方式揭露行业黑幕以

及消费陷阱， 以暗访记者的镜头带出家

装、医药保健、化妆品、服务业、食品、生

活用品等7个行业的8个消费内幕。 本次

晚会邀请的嘉宾均是各个行业内的专

家，包括各个行业协会的会长、副会长，

相关检测机构的专家、工程师，以及律师

等等， 给消费者带来了最全面的消费知

识和维权信息。除此以外，晚会还邀请了

相关产品的监管部门负责人， 给消费者

解答监管的政策。

另外，成都商报、成都电视台第二频

道还在省消委等部门的指导下， 评选出

了2013年3·15诚信品牌企业。

3·15播报

3·15行动

在本次接受调查的1000个样本中，

有37.1% 的受访者表示有经常外出旅游

的爱好，较2012年（30.4% ）增加6.7个百

分点。 在针对这37.1% 的受访者的提问

中，“参团旅游最担心的消费问题”中

“景区游览项目高价宰客”“参观景点

少购物点多”和“强制团员购物”的比

例排前三位。 这一数据较2012年有所变

化，担心“参观景点少购物点多”的受访

者比例增加明显， 排到了各项选择比例

的第二位，“这说明去年消费者在参团

旅游中，这一问题有所抬头，应当引起主

管部门的注意。”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本次调查还针对当下最热门的网购

和参团旅游进行了专项调查。

调查显示，网购消费者对当前网购消

费安全可靠性的认可率为82.2% ， 较上年

调查结果提高6.8个百分点，“商品质量难

以保障”和“假冒、仿冒名牌商品多”是

近两年网购消费不安全可靠的两大主要

因素。

数据显示， 当前有71.3% 的受访者

表示在网上购过物，较2012年调查结果

增加7.6个百分点。综合各项数据来看，

当前受访者对网上购物安全可靠性的

认可率为82.2% ， 较2012年提高6.8个百

分点。

当问及表示网上购物 “不太安全可

靠”或“很不安全可靠”的原因时，主要集

中在“商品质量难以保障”和“假冒、仿冒

名牌商品多”，“这一数据与前两年相比，

总体无明显变化，对网上购物安全可靠性

不认可的主要原因基本一致。”

消费热点调查

网购最怕啥？

质量得不到保障和冒牌货

旅游最怕啥？

高价宰客和强制购物

制图 余进

确保消费者权益方面

网购认可度

质量满意率

亟待解决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来到成都锦华路一家

服装店，随机购买了一件羊绒衫，其合格证上

标明的成分为百分之百山羊绒。 随后记者拿

着购买的羊绒衫来到了四川省纤维检验局，

进行检验。 经过纤维检验局的工作人员取样

化验，透过

200

倍的显微镜发现这件羊绒衫的

主要成分为羊毛， 并不是其合格证上注明的

百分之百山羊绒。

图中在显微镜下深色的是羊毛，羊毛在显

微镜下特别粗糙，表面的鳞片有凸起。浅色的

是山羊绒，山羊绒细腻，它表面的鳞片很均匀。

成都商报记者 鲍泰良 摄影报道

显微镜下“羊绒衫”现行

深

色

是

羊

毛

浅

色

是

山

羊

绒

羊绒衫合格证上标明的成分为

100%

山羊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