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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2月 2 0日讯 (记者
曹思扬) 20日，青岛市工

商局12315短信平台正式开
通，市民只需编辑短信发送
至106353212315，即能进行
消费咨询、申诉、举报和建
议，1个工作日就可以得到
短信答复。但短信编写要写
全“ 6 w”，以防延误案件处
理。

据青岛市工商局副局
长郭晓芬介绍，1 2 3 1 5短信
平台的通信费用将由电信
部门按普通短信计费，不收
取其他费用。通过 1 2 3 1 5短
信平台，工商部门将依法受
理和处理消费者的消费维
权纠纷、违法经营行为的举

报，并定期发布消费热点、
消费知识、消费提示和市场
监管信息，同时接受消费者
对工商管理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1 2 3 1 5指挥中心将安
排专人处理信息，进行分类
后，1个工作日内给予短信
回复。对于咨询，将直接以
短信形式进行答复；对于符
合受理条件的申诉、举报案
件，将按照工作流程向下逐
级分流，由辖区工商所工作
人员于5个工作日内给消费
者初步反馈；对于建议将及
时上报相关领导。

青岛市工商局公平交易
局局长王滨告诉记者，短信
平台开通后不但能为消费者

提供多样、便捷的维权渠道，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震慑不法
商家的违法行为，“比如消费
者发现一个加工地沟油的小
作坊，现场条件不允许拨打
电话，这时候就可以编辑一
条短信发送到106353212315，
执法人员就能在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处理。”

12315指挥中心工作人
员提醒消费者，为避免因为
编辑内容不完整形成无效
短信，延误案件的处理，在
编写短信过程中必须具备

“6w”即“when(何时)、where
(何地 )、wh o (谁 )、wh a t (何
事 )、w h y (何因 )、w a n t (需
求 ) ”，举 报 短 信 只 需 留 性

别；如果需要反馈，还需编
写举报方姓名，反馈联系电
话；申诉短信编写要写明被
申 诉 方 名 称 、被 申 诉 方 地
址、申诉事件发生时间及具
体问题、申诉要求以及申诉
方的姓名、性别、联系电话。
例如内容可如下编写：“申
诉：我于2010年10月10日在
× 区× 路× 号的× × 商场
购买的××品牌的手机，刚
买了三天出现死机现象，经
售后鉴定确实属于质量问
题 ，并 且 已 经 出 具 鉴 定 报
告，但是商家不给退，请调
解商家给予退货。李先生，
联系电话：×××××××
×。”

消费纠纷可发短信投诉
青岛工商开通12315短信平台，市民投诉1个工作日就可得到答复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曹思扬 ) 自2012年1月1日
起，青岛的32万个体工商户
就可以登录工商局网站上网
验照了。验照系统由青岛市
工商局自行开发，自1月1日
起正式开通运行，届时，1分

钟就可以完成验照。
据了解，只要具备上网

条件的个体工商户，无论身
处何地，均可以登录验照系
统，验照的步骤如下：首先登
录青岛市工商局网站，点击
网站首页的“个体工商户验

照网上申报”图标，进入验照
信息申报页面，输入经营者
姓名和注册号登录后，就可
以开始申报验照信息，每个
信息申报页面都有相关提示
和咨询电话。申报信息成功
提交后，个体工商户根据反
馈情况携带有关书面材料到
辖区工商所，一次就可以办
好全部验照手续。

据青岛市工商局企业注
册局监察处副处长田红介
绍，个体工商户应当于每年
的1月1日至5月31日到工商
部门参加年度验照，接受工
商机关对其登记事项及经营
情况的监督检查。按照传统
验照方式，个体工商户需要
经过排队、填表、提交材料、
等待录入并审核、加盖验照
章等一系列程序，因提交材
料不全、填写有误或等待时
间过长等原因，造成商户验
照成本较高，就算一切顺利

完成一次验照也需要1 0—
15分钟，特别是郊区五市的
个体工商户，有时完成一次
验照过程需要往返多次，甚
至耽误一两天的时间。而通
过网上验照系统验照只需1

分钟左右，效率提高了10倍
以上。

此外，考虑到部分个体
工商户目前不具备上网条
件，工商部门本着一切方便
个体工商户的原则，仍然保
留了传统的验照方式，不方
便上网的个体工商户可以直
接携带营业执照正副本、审
批许可证件等材料到辖区工
商所进行现场验照。另外，
工商部门还将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上门验照、集中验
照等形式帮助偏远或困难
的个体工商户完成验照工
作，也允许个体工商户在手
续齐全的情况下委托他人
代办验照。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杨宁) 20日，
记者从2012青岛市体育社团体育竞赛(表
演)招标项目推介会获悉，明年全市将承办
的体育项目171个，包括足球、篮球、帆船和
马术等项目，全部向社会推出，进行冠名
权、广告权招标。

“自奥帆赛之后，全市利用社会资金举
办的群众体育竞赛和表演活动的数量逐年
增加，带动了体育运动特别是群众体育事
业的发展。”据青岛市体育总会主席林志伟
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体育社团利
用市场化运作资金举办的各级、各类体育
竞赛(表演)项目每年1000余项次，运用社会
资金达4000余万元。不断探索群众体育社
会化、市场化、实体化的有效途径，特别是
依靠社会力量承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方
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记者从2012青岛市体育社团体育竞赛
(表演)招标项目手册上看到，明年青岛市
举行的国际级赛事有首届亚太地区国际沿
海城市桥牌邀请赛、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青
岛站、青岛国际橄榄球邀请赛和中韩击剑
对抗赛等23项，全国性项目有全国群众登
山大会、全国马术沙滩绕筒赛和第二届中
国传统武术节等38项。此外，还有全省性项
目9项，全市性项目101项。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共推出2012年体
育社团竞赛(表演)项目171项，共涉及50多
个体育大项，这些项目中既有足球、篮球、
羽毛球、帆船等奥运项目，也有武术、健美、
棋牌等非奥运项目，还有高尔夫、马术、攀
岩等时尚休闲项目，全部向社会推出，进行
冠名权、广告权招标。明年2月上旬举行
2012年青岛市体育社团体育竞赛(表演)项
目与赞助企业签约协议。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孟艳) 通过
在线预订方式出游的青岛人中四成人是

“80后”，海岛游是岛城人最爱。20日，途牛
旅游网公布的2011年青岛市民在线预订
旅游人群统计数据分析显示，网络预订
出游成了年轻人热门的出游选择。

随着互联网发展，网络成为不可或
缺的生活必需品，而随着网络购物的盛
行，在线方式预定旅游线路也开始逐渐
流行，网上挑选旅游线路，然后通过网上
银行付款，在家里就能搞定出游，成为不
少年轻人热衷的选择。

据悉，此次途牛旅游网调查从今年
的8月持续至10月初，数据覆盖了途牛旅
游网2 1个出发地城市，有效调查问卷近
3 5 0 0份，其中青岛的有效问卷超2 0 0份。
途牛旅游网监测数据显示，2 0 1 1年青岛
市民在线预订出游人群中，2 0至3 0岁年
龄层的“80后”占到整体在线预订出游人
数的近41%，30至40岁的“70后”占到21%

左右。青岛的年轻消费者已经接受了便
捷的在线旅游预订方式，是“网游”的绝
对主力。

监测数据显示，相比较其他年龄层，
20—30岁年轻人出游范围最广，出境游方
面，斐济、马尔代夫、普吉岛、毛里求斯、
巴厘岛、塞班天宁等热带海岛是主要的
出游目的地；30—40岁年龄段则是日本、
东南亚、欧美、澳新等目的地方向的出游
主力。

途牛旅游网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
年女性在线预订出游的人数是男性的近
1 . 2倍，男女对旅游目的地、出游方式等各
有偏爱。出游韩国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
近两倍，出游我国港澳及日本、东南亚方
向、澳新方向的女性人数也远超过男性，
购物游、海岛游主题对女性的吸引力不
可小觑。欧美、中东、非洲等旅游目的地
方向，男女出游人数则大体相当。另外，

女性出游前较为看重特色美食和朋友
建议等因素，而男性出游则相对理性，看
旅游目的地的性价比。

1分钟，营业执照网上验完
验照系统自2012年1月1日起开通，商户不用来回跑

171个体育项目

等您前来冠名

网络预订出游

四成是“80后”

快快递递
扎扎堆堆

20日，在青
岛大学附近一
个快递点，收发
的快件多到堆
在 门 外 。据 了
解，临近过年，
市民从网上购
物的快件猛增，
每天的业务量
比平时增加2—
3倍，有的快递
员还动员亲朋
好友帮忙收发
快件。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商户可登录工商局网站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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