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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眼 C05

2013年度淄博市工商局消费维权工作年报出炉

消消费费者者申申诉诉咨咨询询五五年年来来最最高高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罗静) 22

日记者从淄博市交通运输暨廉政工
作会议上获悉，2014年，淄博市交通运
输局将计划新增2-3条公交线路，对3-
4条公交线路进行延时，进一步提高
公交覆盖面积和出行分担率。

据了解，2013年淄博市交通运
输局实施的5个项目全部顺利完成，
年内减免“绿色通道”等政策性车辆
通行费2950万元，重大节假日小型
客车免费通行 1 4 8万车次。同时，
2013年9月22日，客运中心三家车站
实现了统一售票，集中排班。

2014年，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将
积极开线增车，计划新增2-3条公交
线路，对3-4条公交线路进行延时，
进一步提高公交覆盖面和出行分担
率。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
立以公共汽车为主体的公共交通服
务网络。

今年将增公交线路

部分线路还将延时

22日，2013年度淄博市工商局消费维权工作年报出炉，日用百货和电信服务申诉问题突出，质量、合同和售后服务问题仍
是申诉焦点。2013年淄博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共受理消费者举报、申诉、咨询36127件，为近五年来最高。

22日，沂源交警大队民警来到
县长途汽车站，将代表吉祥如意的

“平安中国结”挂在运营客运车辆的
车头前，祝福司机一路平安，并提醒
司机谨慎驾驶。

本报通讯员 冯长冰 何金金
摄影报道

送“平安”

在申诉涉及的九项统计指
标中，消费者关于质量、合同和
售后服务问题的申诉居高不
下，三项合计受理2820件，占申
诉总量的79 . 77%。其中，质量申
诉仍居申诉问题首位，占申诉
总 量 的 6 0 . 3 7 % ，同 比 上 升
14 . 2%。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移动电话主机、移动电
信服务、服装鞋帽等方面。合同
申诉位居第二位，同比大幅上
升 4 8 . 0 3 % ，占 申 诉 总 量 的
10 . 64%，比重增加3 . 55个百分
点。售后服务申诉退居第三位，
申诉问题主要集中在经营者售
后服务不到位、不严格履行国
家三包规定或服务承诺、对消
费者提出的合理的退换货要求
推诿拒绝等方面。

从申诉涉及商品和服务类
别看，今年各类商品和服务申
诉量的比重未现明显变化，日
用百货和电信服务仍为申诉重
点。

另外，从举报涉及的违法
案件类型看，主要集中在违反
工商登记法规、违反产品质量
管理法规、违反消费者权益保
护管理法规和违反商标管理法
规四类。举报涉及的违法主体
主要集中在肉制品等食品制售
小作坊、保健品销售商、网吧、
酒吧、加油站以及美容美发、餐
饮等小型服务门店。

质量、合同和售后

成申诉焦点

日用百货申诉最热，装修建材申诉上涨最大

2013年消费者申诉热点
主要集中在日用百货、电信服
务、通讯器材、家用电器、交通
工具、食品、居民服务、互联网
服务、装修建材、修理维护服
务十个方面。

日用百货全年共受理申

诉488件，占申诉总量的9 . 17%，
成最大热点。主要问题出现在
鞋质量问题商家不履行“三包”
义务，服装做工或面料存在质
量瑕疵，家具出现质量问题商
家不予处理等。装修建材，全年
共受理申诉110件，同比上升

29 . 41%，占申诉总量的3 . 11%，是
同比上涨最大的申诉项目。

此外，电信服务主要问题
出现在手机上网收费不明确、
出现虚高流量费，网络信号
差、维修不及时，擅自开通收
费项目等。

本报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青华 董琪 海峰

淄博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注意以
下几点：

一是注意核实商家经营资质，尽量选择在当地工商机关注册、信誉度高的商家。交易前，消
费者应提前核实好商家的注册信息、资质情况，建议可以通过当地工商部门事先咨询，不要轻
易汇款或进行交易。

二是详细了解所购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性能、售后服务方式等真实信息。
三是科学理性消费。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商品或服务，不要一味被商家的广告宣传和超低折

扣吸引。
四是网购时尽量选择正规的电子商务平台和较为安全的第三方支付方式，并仔细查看相

关退款和维权渠道。
五是妥善保存好购买凭据和相关交易记录，遇到问题，及时通过相关途径维权。

淄淄博博首首次次普普查查全全国国可可移移动动文文物物
普查截至2015年12月，有虚报、瞒报行为的将被通报批评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樊伟
宏) 22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淄博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普查于
2013年12月31日24时正式启动，实
施阶段截止到2015年12月，验收
汇总截止到2016年12月。

据了解，本次普查的范围
是淄博境内各级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

企业等各类国有单位法人所收
藏保管的可移动文物。普查的
文物包括：1949年(含)以前，历
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
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
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
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
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
的代表性实物等。

普查实施统一平台、联网直

报、一次入库、分级审核、动态管
理。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成立由
市、区县及相关部门专家组成的
淄博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专家指导组，承担全市普查
文物认定、业务指导和质量控制
等工作。

凡在淄博境内收藏、保管
有可移动文物的国有单位，都
必须按照有关规范和标准，如
实、准确地填报普查信息，确保

基础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
准确性。参与普查的地方、部
门、单位和个人有虚报、瞒报、
拒报、迟报等行为的，或伪造、
篡改普查资料和数据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普查机构责令
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较重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
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消费提醒

几位市民在张店柳泉路上一大型超市挑选猪肉（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若若非非一一番番寒寒彻彻骨骨，，哪哪得得梅梅花花扑扑鼻鼻香香
山东百食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广社讲述创业故事

民以食为天，他就是为人民
撑起这片天空的人；企业以诚为
本，他就是为企业打造根基的建
设者。贫困阻断求学路，阻不断
奋斗心。十余载，他不畏严寒酷
暑，辗转于粮油市场，定点定位。
他重诚信、讲礼仪、敢作敢为、勇
于创新，只为让老百姓吃上放心
油。他就是山东百食佳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广社。

已过不惑之年的曾广社是从
宋江故里——— 菏泽市郓城县走出
来的企业家，从小勤奋好学，骨子
里带着水泊梁山108将敢闯敢干的
气概，又深受孔孟儒学精神的熏
陶，研习忠、孝、仁、义、勇等优良品
德。由于家庭贫困，17岁那年初中

毕业的曾广社忍痛离开心爱的校
园决心到外面闯荡，开拓一片新
天地。带着青春的懵懂和奋斗的
决心，曾广社告别了爹娘，离开了
家乡，来到焦裕禄的家乡——— 淄
博。一想到焦裕禄，曾广社便充满
了力量，决定要在这片土地上扎
根、发芽、成长。

初到张店时，他经一位善良
的老人介绍，到张店钢铁厂干装
卸工。之后又干过保卫、烧过锅
炉、摆过地摊。即使生活再苦再
累，他从没有放弃过拼搏，几年
的风雨磨练，铸就了他豪迈、坚
毅、乐于交际、勇往直前的品性。
后来与妻子马春兰在淄博扎根
成家，一齐做起了酒水生意，共

同开始了创业生涯。
谈到当初创业的艰难，曾广

社不无感慨地说：“当初那段生
活实在是不容易，但只要坚持下
来就是胜利。”是生活将当初那
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打造成了
结结实实的硬汉。任凭雨雪风
霜，所有的困难都熔铸成他奋斗
历程里最坚实有力的盾牌。

1994年，恰逢粮食体制改革，
市场逐步放开搞活。小夫妻瞅准
时机，在朋友的帮助下，开起了
粮油经销店。曾广社和妻子马春
兰分析淄博市场，准确定位，把
经销花生油作为主项。本着“诚
信为本，服务社会”的经营准则，
经过三年的成功运作，建立起了

一个稳定、庞大的食用油销售网
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
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粮油经销
店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1997

年，为扩充销售市场，曾广社夫
妻俩在乔庄租赁仓库，集中资
金，增大购货容量，大购大出，保
质保量，超越性的实施批发经
营，丰富了市场，吸引了许多客
户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998年春节前夕，他们从天
津购进大批色拉油、花生油供应
市场。为确保油料质量，曾广社
天天跟车，亲自验货装卸，几乎
没睡过一个好觉，没吃过一顿安
稳饭，一个多月下来，人消瘦了
一大圈。有一天下着大雪，他跟

车从天津回来正是半夜，感冒发
烧达39 . 8度，冻的只打哆嗦，硬是
咬牙坚持卸车。妻子心疼得当众
掉下了眼泪。

曾广社在外打拼，妻子马春
兰是他坚强的后盾。那年他们女
儿刚满2岁，家里没人照应，马春
兰就用布兜把女儿拴在背上，带
着她卸车、看地磅、发货；寒冬腊
月，从白忙到黑，她和女儿的手
冻的似小面包。但从来都没叫过
苦，喊过疼。曾广社说：“吃的苦
中苦，方知甜上甜。”即使困难再
多，生活再累，一想到美好的未
来，一切生活的艰辛在未来的展
望里都成为了调味品。

(罗旭君)

沂源供电：

办“思、查、改”活动

1月14日，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
开展“思、查、改”安全活动，调控中
心主任段宇菁带领全中心员工学习
事故通报，查找问题和不足，制定整
改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从元月14日开始，国网沂源县
供电公司将开展为期一周的“思、
查、改”安全活动，反思学习近期安
全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公司成立7个活动督导小组，由
公司领导带队分别参加各单位的

“思、查、改”安全活动。
(徐君 高劲松 赵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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