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张健） 25

日，章丘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
员在黄河镇驻地依法查处一处
非法行医的牙科诊所。这是章
丘市卫生监督所开展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以来取缔的第15

家黑诊所。
近期，章丘市卫生监督所

接到群众举报，黄河镇政府向
北十字路口西邻有一家“黑牙
科”诊所每逢集市无证行医。卫
生监督所接到举报后，通过卫
生监督协管员暗访核实，该“黑
牙科”诊所为王某民所开设。25

日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与当地
派出所联合进行了突击检查，
将该诊所查处并取缔。

执法人员在对其突击检查
时，王某民的妻子王某霞正在
牙科诊所，看到执法人员后拒
绝接受监督关门逃走。随后执
法人员将王某民约谈至黄河镇
卫生院，王某民否认自己非法
行医的行为，当执法人员让其
解释印有王某民医师名字和电
话的名片及有王某民签名的牙
模订单时，王某民表示不知道
具体情况，后改口说是妻子干
的自己不知情。面对执法人员
的询问，王某民都表示不知道，
并拒绝在监督检查书上签字。

公安人员和执法人员再次
重申不配合监督检查和调查的

后果后，王某民表示配合，将问
题责任推向妻子，并在询问笔
录上签字。当得知执法人员要
没收其牙科器械时，王某民以
牙科诊所是妻子开设、钥匙在
妻子那里现在联系不上为由不
予配合。王某民又多次以去洗
手间为由试图逃跑，跑出黄河
镇卫生院时在马路上都被公安
人员制止。最后王某民将车开
到自己开设的牙科诊所门口
后，躲进一家鞋店从其后门逃
脱。

据悉，该牙科诊所在2014

年章丘电视台《百姓电视问
政》，因无证行医曝光后被卫生
行政部门依法查处并取缔。该
牙科诊所随即去掉宣传牌，转
入暗处，与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打起了“游击战”。章丘市卫生
监督所在今年打击非法行医专
项行动过程中，发现该牙科诊
所仍在非法行医。但当执法人
员对其检查时，王某民夫妇一
直闭门歇业。

执法人员表示，王某民为
黄河镇某村乡医，未取得口腔
职业医师资格证书，其妻王某
霞为农民，也未取得职业医师
资格证书。所以其夫妻二人开
设的牙科诊所属于非法行医行
为，根据《执业医师法》第三十
九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四十四条之规定应依法取缔。

牙牙科科夫夫妻妻店店无无证证行行医医被被取取缔缔
章丘已取缔15家非法行医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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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卖家家拒拒赔赔或或撤撤场场，，商商场场要要先先赔赔
章丘建立42家消费维权服务站，3家商户试点赔偿先付

空空调调免免费费修修咋咋还还收收高高空空作作业业费费
市场监管部门：收费属市场行为，但事前应告知

记者 王帅

消费者投诉：

三包期内免费修

凭啥让交钱

李先生日前在商场购买了
一款知名品牌空调，前阵子发现
空调不制冷了，便联系客服进行
上门维修。维修工检查完空调
后，免费加了氟，空调正常运转
了，随后却要收120元的高空作
业费。仔细询问后，李先生得知，
虽然在保修期内修理加氟不花
钱，但因李先生家住三层楼以
上，每修理一次，必须交一次高
空作业费。李先生认为，明明承
诺的是三包期内免费维修，再收
取费用不合理。

无独有偶，孙先生这两天也
正为高空作业费烦心，原来他
2012年买的空调，品牌承诺免费
保修六年，但在今年七月份因空
调不制冷联系商家维修时，维修
人员却要收150元的高空作业费。

记者从章丘市明水市场监
管所了解到，入夏以来，反映空
调维修问题的投诉不少涉及高
空作业费的收取问题。

记者调查：

高空作业

收费标准不一

空调的高空作业费到底该
不该收，要收多少呢？记者调查
发现，高空作业费收费较为随意
混乱。在消费者的投诉中，有的
维修人员索要150元，有的则只
收取100元，而绝大多数交了高
空作业费的消费者，根本没有拿
到相关的收据或发票。

记者咨询了几个空调品牌，
某品牌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因户
外作业存在一定的危险，国家规
定相关维修人员应当被支付高
空作业费，具体收费由维修人员
与用户协商。而对于免费维修期
内的空调是否该收高空作业费，
该工作人员则没有确定的回答。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高

空作业费收费属市场行为，因此
在收取标准上可能波动比较大。

部门说法：

提供有偿服务

应提前告知

针对消费者的投诉，明水市
场监管所的执法人员也比较无
奈。从目前情况看，物价部门没有
统一的收费标准，相关法律上也
没有相应规定，在处理投诉的过
程中，执法人员没有明确的法律
条文可以依照，处理起来也只能是
协调。“高空作业确实存在一定的
危险性，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也在情
理中，该怎么收，谁来收，收多少，
目前则属于行业内的规定。”

“我们帮助消费者协调后，
有的厂家能够退回收取的高空
作业费，有的则只能收取得相对
便宜些。”执法人员表示，但照消
法的相关规定，商家在向消费者
提供有偿服务时，应提前告知，
明码标价，如果商家故意隐瞒收
费项目，则可以对其进行处罚。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帅

专柜若撤场

商场先赔付

“买的时候笑呵呵，退的时
候苦瓜脸。”在日常购物中，不少
消费者反映，当购买的商品出现
各类问题后，去找商家解决，往
往得不到“好脸色”，即使是商品
本身出现质量问题，也有可能得
不到快速、妥善的解决。

而根据经营者首问负责制
度，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受损，可
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进行维
权，该经营者必须依法承担首问
责任，不得推诿。

消费环节赔偿先付制度，则
是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被侵害，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故意拖延处
理或者无理拒绝赔付，以及因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撤场等情况导
致消费者无法获得赔偿时，由商
场、市场和平台经营者向消费者
进行先行赔付。

这两项便于消费者快速维
权的制度，将在章丘多个消费维
权服务站得以实现。据了解，目
前章丘在全市大型商场、超市、
景区等建立了42家“消费维权服
务站”，消费者发生消费投诉时，
可以先找专柜解决，处理结果不
满意便可到消费维权服务站请
商场经营者“主持公道”，最后还
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协

调处理。

遇合理投诉

8分钟退换货

“维权服务站既是对我们服
务质量的提升，也是对服务工作
的监督。”章丘银座商城的营运
部长尹晓洁告诉记者，从消费维
权服务站在商场设立以来，每天
都有两名投诉调处人员值班，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无障碍八分钟
退换货”，对消费者的合理诉求，
以最快速度解决。

“前几天，有位女士在我们
商场的一个女鞋专柜购买了一
款皮鞋，但只穿了五天便发生掉
漆现象。”尹晓洁介绍，消费者购
买时间不长，因而希望退换商
品，但专柜认为掉漆不是商品自
身质量问题，只提供维修。双方
协调不成，消费者便根据商场提
示牌，找到了消费维权服务站。
商场调处人员了解情况后，认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时间尚未超过
七天，商场愿意先为消费者更换
同款女鞋，随后再与品牌供应商
进行内部协调。最终，原本僵持
的投诉局面轻松化解。

记者了解到，不少商场在市
场监管部门所明确的两项制度
之外，同时制定了更为细化的服
务标准。其中，东方冷库的相关
负责人便提出，不仅完成消费维
权服务站的基础职能，各分店同
时做出“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
七天之内为顾客提供无理由退

货”的承诺。

服务站效果如何

将定期“受检”

章丘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消费维权服务站通
过建立健全商品质量和服务规
范承诺、不合格商品退市、消费
纠纷和解与消费侵权赔偿等制
度，一方面受理和处理消费者的
投诉，做好消费者投诉和解记
录，定期汇总、报送和分析消费
者诉求情况；另一方面，也向经
营商户职工宣传有关消费维权
的法律法规，解答消费者有关咨
询，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和自
律。

“我们为各维权服务站统一
制作了‘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
牌匾、投诉登记簿及相关的工作
资料，进一步明确维权服务站工
作人员、职责、程序和制度。”该
工作人员表示，为确保首问负责
和先行赔付制度规范运行，市场
监管人员采取走访、座谈及发放
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加强对经
营者的教育引导，督促经营者把
好质量关、诚信经营。“争取投诉
不出企业，调解不出基层。”

此外，市场监管人员将每月
抽查维权服务站的投诉调处情
况，并对消费者投诉集中的问题
进行汇总统计，发布消费预警，
并通过消费维权指挥平台接收
的投诉情况，对各维权服务站进
行评价。

高层住宅越来越多，很多住高层的市民没有想到，自己竟还要为此多掏钱。近
日，市民李先生便反映，自己购买的空调在三包期内不制冷，联系售后上门维修时，
竟要自己支付“高空作业费”。李先生纳闷，三包期内明明免费维修，怎么还要钱呢？
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近日，记者从章丘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章
丘在全市大型商场、超
市、景区等建立了 42家

“消费维权服务站”，开展
经营者首问负责制。其中
章丘银座、东方冷库、章
丘华联(汇泉路店)三家经
营商户为推行赔偿先付
制度的试点单位，目前制
度运行比较完善，其先进
经验将逐渐在其余消费
维权服务站推广开来。

章丘市消费维权服务站名单

序号 服务站名称（全称） 具体地址 办公电话 辖区市场监管所

1 章丘华联百货有限公司 汇泉路 83213601 明水市场监管所

2 章丘华联百货有限公司开发区商场 明水经济开发区唐王山路 83323068 双山市场监管所

3
济南银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章丘

分公司
双山大街鲁宏大道交界口 81298002 双山市场监管所

4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 明水双泉路西首路北 58902671 明水市场监管所

5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明
珠店）

绣水大街中段 58902696 明水市场监管所

6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宝岛店） 双山东街 58902698 双山市场监管所

7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大
学城店）

芙蓉街 58902752 双山市场监管所

8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龙
昌店）

双山大街 58902620 双山市场监管所

9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明
东店）

山泉路东首 58902700 明水市场监管所

10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明
南店）

铁道北路东首 58902702 明水市场监管所

11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福
泰店）

工业二路 58902772 双山市场监管所

12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秀
水店）

秀水大街中段 58902633 明水市场监管所

13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山
泉店）

山泉路 58902750 明水市场监管所

14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刁
镇店）

刁镇中心大街 58902689 刁镇市场监管所

15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文
祖店）

文祖 58902773 文祖市场监管所

16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吕

家店）
明水吕家村 58903798 明水市场监管所

17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相

公店）
相公庄 58679396

相公庄市场监管

所

18 章丘供销大厦百货有限公司 汇泉路 83211068 明水市场监管所

19 山东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章丘店 白云路 83240001 明水市场监管所

20
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章丘新世

纪金汇店
明水车站大街 83263627 明水市场监管所

21 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 汇泉路53号 81290651 明水市场监管所

22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章丘

章汇分公司
明水镇汇泉路西段 83218219 明水市场监管所

23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章丘
涧桥分公司

双山大街35号 83360127 双山市场监管所

24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章丘

同乐园分公司
同乐园小区3号楼 83315635 双山市场监管所

25 济南勤隆电器有限公司 章丘市明水汇泉路中段 83230777 明水市场监管所

26 济南勤隆电器有限公司双山店 双山大街与鲁宏大道路口 83729577 双山市场监管所

27 章丘市种业有限公司 荷花路81号 83213339 明水市场监管所

28 山东章丘大润发商业公司(新建） 山泉路中段 83772131
83772132 明水市场监管所

29
济南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第十七商
城（新建）

汇泉路中段 61335000 明水市场监管所

30
济南金田小商品市场发展有限公
司(新建）

汇泉路666号 83327088 明水市场监管所

31
章丘华联有限公司泉山逸品店
（新建）

明堂街1986号 83380538 双山市场监管所

32
沈阳维华商业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新建）
香港街 83826699 明水市场监管所

33 济南圣代商场有限公司 工业二路中段路南（现
福康路）

81298877 双山市场监管所

34 章丘市绣水农贸市场 汇泉路 83242070 明水市场监管所

35 章丘市宝岛市场 双山东街 1306407363
1 双山市场监管所

36 章丘三王峪山水风景园站 章丘市曹范镇三王峪 83769066 曹范市场监管所

37
山东高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丘

服务区

章丘市曹范镇济莱高速

公路章丘服务区
89263522 曹范市场监管所

38 植物园12315联络站 济南植物园内 80950800 埠村市场监管所

39 朱家峪景区服务中心 官庄镇朱家峪景区 83806677 官庄市场监管所

40 章丘市齐长城景区管理处 七星台景区 83784968 垛庄市场监管所

41 白云湖景区 白云湖湖内 83451008 白云市场监管所

42 百脉泉公园 汇泉路 83213421 明水市场监管所

商场服务台前张贴消费维权服务站“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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