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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331155热热线线正正式式并并入入1122334455
消费者维权将更方便

“零食”抽检
产品均合格

维权工作站
开进超市

20多个行政部门街头普法

学学知知识识辨辨真真伪伪 现现场场好好热热闹闹

陵城集中销毁
假劣食品药品

2015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将3·
15年度主题确定为“携手共治 畅
享消费”。近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
普遍提高，人们对于消费的需求，
也从安全和品质逐渐上升为由优
质品质、个性化服务等带来的综合
体验。作为具有体验内在基因的直
销行业巨头安利，近日推出体验战
略，全面整合优质产品和直销员服
务资源，力图以全程优质体验锁定
终端顾客。

安利大中华总裁颜志荣表示，
直销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和顾客
建立可持续的强关系，推动重复消
费，而全程优质体验所带来的口
碑，恰恰是培养忠实顾客、推动重
复消费的关键。国际调查公司AC
Nielsen的调查显示，安利产品美誉
度为94%，安利纽崔莱的市场渗透
率排名第一，安利雅姿在中国高档
面部护肤品市场份额也排名第一。

安全体验：产品全程可追溯

在安利(中国)广州生产基地，
供应商、包装材料、半成品、成品等
检验环节，恰恰是覆盖了产前预
防、产中检测和产后跟踪的全生产
链质量控制。所有原材料供应商，
都要接受安利供应商管理小组频
繁而严格的现场审核和绩效评估。
产品生产过程中，质检人员会对产
品进行严格取样测试，并为产品标
贴类似“电子身份证”的二维字码，
实现产品全程可追溯。

2005年，安利(中国)质量保证
实验室在直销业内首家获得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颁发的证书，成为国家认可实验
室。质保实验室每年对约1000种原
料、1200种包装材料、230种产品进
行共计约2000项质量指标的检测
工作，年平均测试达60余万次。在
安利中国物流中心，对温度敏感的
各种物料和成品储存在恒温恒湿
的空调仓内，仓内温度常年保持在

22-24摄氏度；定期清洗库房，配有
专门的洗涤设备和人员，确保整个
环境无尘；质检部门常驻物流中
心，从产品的存储、管理，到人员全
方位进行监控把关。

品质体验：从种子到成品天然
有机

目前，安利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44 . 42%依靠进口。为了从源头上
确保纽崔莱原材料的品质与供应，
纽崔莱逐渐形成了“纵横结合”的
质量控制系统。在纵向一体化方
面，纽崔莱依托自有有机农场，开
展“从种子到成品”的全程质量管
控。为了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
不断增长的需求，纽崔莱还逐步借
助经过严格认证的非自有农场种
植部分原料。

安利一直注重对土壤的养护，
不使用化学肥料，而使用腐化植
物、粪肥、有机物混合而成的天然
肥料滋养土壤；引进品种优良的蚯
蚓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保水能力
和含氧量；使用“生物防治法”，在
田间地头投放瓢虫等益虫控制害

虫；通过轮作、人工除
草、适当的土壤营养
平衡及间种来控制杂
草；利用来自地底岩
层的纯净水源灌溉农
田；在植物最具营养
价值的时节，收取最
具营养的部分。正是
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产理念，使得安
利纽崔莱成为世界上
较早建立起有机耕种
的农业生产体系之
一。

服务体验：售前
售中售后环环相扣

直销模式最大
的魅力之一在于可以给消费者提
供完全定制的个性化服务。安利
的个性化营销服务，是售前售中
售后环环相扣的有机体。为了确
保消费者在全国各地店铺享受到
标准化和无瑕疵服务，安利在顾
客服务、收银、店铺库房发货等方
面制定了严格、规范的操作流程。

同时，还与AC尼尔森合作，展开
“神秘顾客”店铺服务质量调查。
依托店铺服务的同时，安利还不
断延伸服务触角，已在全国649个
城市推出复合家居送货服务，使
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通过易联
网、语音电话、传真等方式下单购
货，坐等产品上门。

安利：全程体验锁定终端顾客

3月15日，德州3 .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
传咨询活动在德州市中心广场举办。图为安利
志愿者向过往市民提供产品咨询服务。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王乐伟)

近日，山东省对包括德州在内的6个地
区的食品批发市场和农村学校周边食
品店的糖果制品、膨化食品、豆制品等
进行抽样，结果显示，149批次样品中
17批次不合格，德州被抽检的25个批
次产品均为合格。

记者看到，在所抽检的品类中，方
便食品不合格率高达34 . 2%，抽检38批
次13批次样品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
合成色素、甜味剂、防腐剂。此次抽检，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共抽检山东德
百集团超市有限公司齐河店、禹城市
鸿福大厦有限公司、齐河县华店乡鸿
裕德副食店、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
齐河明珠店等四个单位的25个批次产
品，抽检结果显示均为合格。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李榕 通
讯员 刘敏 刘凯) 日前，乐陵市民
王女士到该市某超市退换衣服时，被
营业员以发票丢失为由拒绝。王女士
立即找到设在该超市的12315维权工
作站进行投诉，经工作人员调解，仅用
20分钟问题就妥善解决。原来，乐陵市
工商部门在该市滨海、联华、移动手机
卖场等大型超市设立了12315维权工
作站，更多地关注小纠纷，提高群众维
权便捷性。

乐陵市工商局不定期对农资市
场、综合市场、大型商场、超市等群众
密切相关的消费经营场所进行监督检
查，并开通3·15消费维权微博，安排专
人及时对微博信息进行整理，对微博
中提到的消费热点进行调查、处理，并
在第一时间公布结果。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林荣辉) 为进一步提高公众
饮食用药安全意识和水平，近日，陵城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城南垃圾填
埋场对假劣食品药品进行集中销毁。

据了解，此次行动把通过日常监
督检查、各类集中整治查扣、收缴的无
标识标签、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不合
格食品、药品进行集中销毁，共销毁假
冒伪劣及过期食品5200余公斤、假劣
药品1100余盒(瓶)。

通过此次假劣食品药品的收缴和
销毁，规范了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
行为，提高广大消费者鉴别假冒伪劣
食品药品的能力，进一步维护了广大
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
孙婷婷) 从3月15日开始，德
州市12315消费维权热线正
式并入12345市民服务热线，
实现两线合一、统一受理。
12315并入12345，实现了两
线合一，统一受理后，作为工
商部门 1 0余年来倾力打造
的、消费维权标志性“品牌”
的12315号码将继续保留并
保持畅通，届时消费者拨打
该号码，反映的消费诉求将
会由12345热线平台继续提
供相关应答服务。

12315热线电话，是全国工
商行政机关统一受理消费者
投诉举报的维权热线，德州市
自2000年3月开通以来，累计受
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40
余万件，为消费者挽回超过
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

“但是随着机构改革形
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去年
以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体制调整以后，客观上要求
垂直管理状态下的12315消
费维权热线运行机制必须进
行相应调整，才能适应形势

需要。”德州市工商局局长周
庆立介绍，因此，经过调研和
反复论证，最后经与德州市
12345市民热线管理办公室
积极磋商，双方决定将该热
线并入12345市民服务热线，
依托市12345市民热线这个
平台，继续为全市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消费维权受理和咨
询服务。

据了解，并线之后，德州
市工商局仍将定期到12345
热线提取相关的数据，并根
据数据定期分析一个阶段以

来消费者消费诉求的变化，
及时地指导全市系统调整市
场监管服务工作的重点和方
向。同时，持续强化对各类日
用消费品市场监管工作，通
过持续强化日常监督检查，
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仿
冒侵权、虚假误导、强制消费
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
法行为，重视对网上交易等
新兴经营业态的引导、服务
与监管，通过政策促动，示范
引领等有效措施，积极发挥
职能作用。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
孙婷婷) 3月15日上午，由德
州市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发起的3·15宣传咨询
活动在德州市中心广场举
行，市工商、质监、旅游等20
多个行政部门及50余家企业
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单位
均设有咨询服务台，印发宣
传材料，宣传消费法律法规
和科学消费知识，接受消费
者投诉咨询。

上午10时许，家住德城区

80岁的刘先生骑着自行车，拿
着5块玉石和一串佛珠，让德
州市质监局的工作人员检测
是否是真的。“都是孩子出差
时，给我和老伴儿买回来的，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刘先生说。

像刘先生一样，在活动现
场，不少市民将自己的首饰、
玉镯等摘下来，让工作人员鉴
别真伪。“只要检测是真的就
可以，心里也踏实了。”

“正规灭火器上有两个

面积大约为4平方厘米的贴
纸标志，其中一张为红黑色
覆膜的，一张为黑白色纸质
的，前者直接黏贴在瓶身上，
后者则挂在瓶嘴或是其他部
位。”在活动现场，消防支队
的工作人员介绍，红黑色覆
膜的这张“身份证”具有特殊
的粘性，只有表层的塑料膜
可以撕下来，但粘在灭火器
上的“身份证”本身无法被揭
下，因而无法被转移到别的
灭火器上，而假冒“身份证”

则做不到这一点。
“已经购买了的房子，对

户型不满意，咨询能否投诉。
市民王女士在购买保险时，没
有看清楚合同中的一项规定，
咨询是否能维权。”德州市工
商局工作人员介绍，在活动现
场，进行咨询的市民比较多。

“还有一位市民在商场购买的
鞋子，出现了质量问题，已经
送至质检部门进行质量检测
了，检测结果还没有出，咨询
能否维权。”

3月15日，多个部门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识假辨假知识。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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