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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去年全市受理消费投诉举报16608件

质质量量问问题题投投诉诉最最多多约约占占四四成成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赵兴超 通讯员 宗国 ) 2013

年度，泰安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
报指挥中心共受理各类信息
16608件，总量同比增长19%。关于
产品质量方面的投诉，占到受理
总量的39 . 5%，位居第一。

26日，记者从泰安市工商局
和泰安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
2013年度，泰安市工商局12315申
诉举报指挥中心共受理各类信
息16608件，总量同比增长19%。其
中咨询13654件，申诉1938件，举
报973件，表扬43件；电话受理量
16241件，市政府便民服务热线
12345转办单261件；泰安红盾信
息网转办单75件；省局转办单31

件。
通过对12315数据分析，在申

诉情况方面，从消费类型看，服
务类申诉占总量的51%，商品类
申诉约占总量的49%。其中商品
类申诉1026件，较去年同比上升
36%，服务类申诉912件，较去年
同比上升75%。办结申诉1938件，
办结率100%，调解成功1868件，调
解成功率96 . 4%；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689 . 5万元，较去年上幅
37%。

在商品类申诉中受理量前
四位的分别是家用电子电器类，

烟、酒、饮料、食品类，日用百货
类和家用机械类。按小类指标划
分，申诉量位居前五位的商品分
别是：通讯器材、汽车、计算机及
配套设备、鞋、空调器，其中通讯
器材类申诉位居首位。在服务类
申诉中，电信服务类申诉仍居首
位，其他依次为修理维护服类、
互联网服务、居民服务类、旅馆
服务、餐饮服务。举报情况分析：
2013年度，泰安市工商局12315指
挥中心共受理举报973件，已办
结973件，办结率为100%；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加了10 . 2%，经查证
属实474件，属实率48 . 7%。

从受理的举报内容分析，主
要涉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法规类案件。统计数据
显示，受理违反产品质量管理法
规类385件，占受理总量的39 . 5%，
位居榜首；其次违反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类 2 8 1件，占总量的
28 . 9%；接下来依次为，违反个体
私营登记管理法规136件，占总
量的14 . 0%；违反广告管理法规
101件，占受理总量的10 . 4%；传销
及其他问题举报为70件，占受理
总量的7 . 2%。

其中，通讯器材类申诉呈
上升趋势，成消费申诉热点之
一。2013年度，共受理通讯器材

类申诉 1 6 5件，占申诉总量的
8 . 5%，较去年环比上升25%。消
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手
机质量不过关，经常出现按键
失灵、死机、黑屏、杂音等问题
以及不法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
或者以翻新、走私手机冒充正
品欺诈销售等；个别经销商不

履行三包规定，在处理纠纷时
与厂家、维修商互相推诿，以为
人原因损坏为由拒绝履行三
包；售后服务修理周期长，修理
效果差，返修率高，不填写维修
记录，不按规定提供备用机等
方面的问题。

12315指挥中心接到此类申

诉时，一方面告知消费者手机的
三包规定，因与商家产生质量纠
纷的，建议消费者提请质监部门
鉴定后再作处理；一方面针对商
家不履行三包责任，受理消费者
个人申诉给予协调处理，同时要
求商家按手机的三包规定来履
行三包责任。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赵苏炜) “自从掌握了这个

技术，我每天几乎都载着用打
车软件的乘客，而且比以往每
天多收入100多元。”26日，出租
车司机陈师傅说。

26日上午，家在文化路住的
赵先生首次尝试打车软件，消息
发出一分钟后，就收到软件回
复：“一辆出租车抢单了”，出租
车司机张师傅立刻拨通赵先生
之前注册软件预留的电话，两人
约定好地方。大约四分钟后，出
租车出现在赵先生眼前。

“自从有了打车软件，我一
天几乎都在接打车软件乘客的
单，这样每一笔交易可多挣5元
钱，一天下来，大约多挣100多
元，一天都忙着抢单。”司机张
师傅说。

26日下午，记者也尝试用

快的打车软件招车上班，来接
单的司机陈师傅说：“打车软件
太方便了，这样我也不用给乘
客找零钱了，我现在比较喜欢
拉载用软件招车的乘客，一天
大约会完成二十多笔单。”

对于怎样能够快速用软件
招到车，张师傅和陈师傅都有
不同见解。陈师傅一般上白班，
交接班后，她自己也尝试过用
打车软件招车，但是连着三天
都没有招到。“我感觉有时候顾

客的招车信息太集中了，不能
一下子全部发布，要排队来依
次发布，所以等待时间会很
长。”陈师傅说。

“现在用软件接客的司机
还在少数，泰安大约有个一二
百位司机在用，晚上有些时候
不太好用软件打车，因为晚上
上夜班的中老年师傅居多，接
触这类软件比较慢，白天相对
好些。”司机张师傅说。

有市民担心打车软件出
现后，在街边打车会不方便
了。泰安一家出租车公司营运
相关负责人说：“如果出租车
主动应招停车后，再以抢单赴
约等理由拒绝乘客就属拒载，
乘客可投诉。当运营出租车的
空车灯倒下时，车内没有乘客
属于非营运状态，乘客招手不
停，不视为拒载。”

““的的哥哥””盯盯着着手手机机找找生生意意
一一天天多多挣挣百百余余元元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邢志彬) 26日下午，泰安全市公
安工作会议在泰安市公安局召
开。市公安局长鞠向群总结了
2013年公安工作，并对2014年工
作做了部署，提出“更快破大案，
更多破小案”的要求。

2013年，全市破获刑事案件、
刑事拘留、逮捕三项指标同比上
升22 . 7%、14 . 2%、66 . 7%，放火、伤
害、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案件同
比下降27 . 8%、6 . 8%、6 . 9%、56 . 6%，
可防性案件万人发案数5 . 87起，
远低于全省平均值。

“天网工程”建设高清监控探
头3 . 4万余个，接入社会单位视频
监控资源2 . 8万余个，基本实现市
县乡村四级视频全覆盖、全监控。

免费为市民登记打码电动自
行车80余万辆，并根据登记信息
串并侦破盗销电动自行车案件
100余起。开通“泰安民生警务平
台”，全面整合11类28项民生诉求
渠道，10类100项公安业务网上办
理，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

在2013年度全省公安机关安
全感、满意度调查中，我市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分别为 9 6 . 4 8 %、
97 . 25%，同比分别提高0 . 15、0 . 21

个百分点。
在部署今年公安工作时，鞠

向群要求用新理念解决新问题，
用新思维破解新难题，突出抓好
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
社会安全“四大安全”。更快地破
大案、更多地破小案、更好地控发
案，并再次强调服务和保障民生
意识。

暴力犯罪案件

同比明显下降

在打车领域，“嘀嘀打车”
与“快的打车”分别获得腾讯和
阿里巴巴的资金全力支持，并
把微信支付和支付宝钱包与打
车应用无障碍对接，加快了移
动互联网生态圈的建立。随着
近期“嘀嘀打车”与“快的打车”
的轮番营销，打车软件市场再
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2012年手机打车市场悄然兴
起后，应用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最具代表性的软件要数近期打
得火热的“嘀嘀打车”、“快的打
车”了。2013年，使用打车软件的
用户逐渐增多，软件覆盖的区域
也由一线城市深入到二三线城
市，同时随着互联网巨头的涉
足，市场竞争呈现白热化。

速途研究院近日公布的
《2013-2014年打车软件市场分
析报告》称，全国打车应用累积
注册用户已从2012年的400万
人次已激增到2013年的2160万，

预计2015年注册用户数将超过
4300万人。

整体来看，“嘀嘀打车”和
“快的打车”是目前打车软件市
场的佼佼者。数据显示，截至2

月17日，“嘀嘀打车”总计下载
1384万次，而“快的打车”拥有
1313万次的下载量。来自易观
国际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三
季度，“快的打车”的市场份额
为41 . 8%，居行业第一，“嘀嘀打
车”的市场份额则为39 . 2%，较

“快的打车”相差2 . 6个百分点。
为了抢占各自的市场份

额，两大手机软件近期发起价
格战。据“嘀嘀打车”官方微博
消息，自2月18日零时起，“嘀嘀
打车”与微信联合开启“游戏补
贴”模式：乘客使用“嘀嘀打车”
并且用微信支付车费，每次能
随机获得12-20元不等的高额
补贴，每天3次；同时，“嘀嘀打
车”宣布与腾讯游戏联手，对每

周使用“嘀嘀打车”微信支付车
费10次以上的用户，赠送时下
最热门微信游戏“全民飞机大
战”中的高端战机1架。据“快的
打车”官方微博消息，自18日零
时起，乘客使用“快的打车”并
且用支付宝付款，每单立减11

元，每天最多可享受2笔；另外，
每天还有10001个免单奖，只要
乘客被抽中，司机也能获等额
车费奖励。

速途研究院报告指出，打
车应用仍处于群雄割据状态，
由于用户整体忠诚度相对不
高，流失可能性较大，体验好、
司机应答快、有活动激励和优
惠力度大成为抢占用户的利
器。报告预计，2014年手机打车
软件市场用户习惯将养成，依
赖于打车App，市场盈利模式
明显，较弱者将慢慢退出市场，
出现一家独大或者两强相争的
格局。 （何伟杰）

打打车车软软件件““掐掐架架””，，手手机机叫叫车车或或成成订订制制习习惯惯

司机陈师傅将车停在路边，操作手机软件。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全市公安工作会议现场。
本报通讯员 李英 摄

延伸阅读

受理的消费举报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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