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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地处理商家与消费者的矛盾，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 调 解 室 为消 费 者
和商家解读《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接到投诉电话时，通过交谈记下消费者和商家的主要信息

一天

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受理案件

消费者的
“保护神”
将处理经过写成报告，以备查阅

面对群众的质疑，专业而娴熟的解答
可以降低群众的疑惑

走进位于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楼的投诉举报指挥中心，“为人民服
务”五个大字格外醒目，似乎时刻提醒
着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忘初心，服务人
民。
投诉举报指挥中心的全名是石狮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指挥中心
（以下简称“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其
工作职责是指挥、调度及受理全市消
费投诉举报。在今年的3 15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记者走进这群
可爱的集体，感受他们忙碌的一天。
“您好！这里是投诉举报指挥中
心……”在一声甜美而清脆的问候声
中，投诉举报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
没接触过投诉举报的人也许会认
为，这里的工作无非就是接接电话，动
动嘴皮子。其实不然，这里每天接入

的申诉举报电话不仅数量多，而且内
容繁杂，几乎涵盖社会各行业各领
域。同时，投诉者大多带有怒气，如果
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激化矛盾。
因此，投诉举报指挥中心的工作
人员不仅要有全面过硬的业务知识，
还必须具备“坐得住、耐得烦、受得气、
吃得苦、讲得清”等基本功。然而拥有
这些还不够，“爱心、耐心、细心、苦心、
恒心、决心”同样不可或缺。
快速、准确、高效指挥、调度及受
理全市消费投诉，将消费者当成自己
的亲人，认真倾听消费者诉求，耐心解
答消费者问题，是投诉举报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工作。
面对每一件投诉举报，工作人员
不仅要耐心倾听和登记，还必须不厌
其烦地在消费者和商家间斡旋，寻求
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正是因为

工作人员的耐心和负责，他们被誉为
消费者的“保护神”。
消费纠纷无小事。这不是一句口
号，更不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台词，这是
投诉举报指挥中心用工作成绩积累而
成的果实。2018年，投诉举报指挥中
心共受理、分流、转办、督办、反馈、答
复各类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案件
16693件，回复处理 100%，办结率达
98%以上。
荣誉和成绩的背后，是投诉举报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的汗水与心血，更
是千千万万消费者的信任与重托。石
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指挥中
心将用执著和勤勉、踏实与奉献，继续
为消费者撑起一片消费维权的蓝天，
当好消费者的“保护神”！
（记者 周进文 李荣鑫 通讯员
卢小灵 文/图）

仑后村干部不办孩子成人礼带头树新风
乡风文明 移风易俗
本报讯 不办儿子十六岁生
日宴席，并将节省下来的钱捐给
了村老年协会，宝盖镇仑后村一
村“两委”成员带头移风易俗的举
动被乡亲们所称赞。她就是该村
党支部委员王丽霞，3月14日，其

与家人将节省下来的1万元，捐
给了村老年协会，以支持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
在闽南，小孩十六岁生日，一
般都特别重视。以往，很多人都
会大操大办一番，以庆祝孩子的
成人礼。日前，王丽霞的儿子也
迎来了十六岁生日。不过，其与
爱人黄八一早早地决定了，儿子

十六岁生日宴席不办，以简单的
形式庆祝即可。
长期以来，仑后村的移风易
俗工作成效十分明显。这与村
“两委”成员、村老年协会的老同
志带头表率、狠抓落实不无关
系。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王丽霞
十分积极参与村落的移风易俗工
作，从村规民约制定，到入户宣传

动员，每一个环节都有她的身
影。她深知，自己不带头，村规民
约还怎能有约束作用？“把钱捐给
公益，孩子的成人礼不是更有意
义？”王丽霞与爱人都这样认为。
让孩子在成人礼上懂得不攀比、
讲节俭、爱奉献的人生更有意义，
这是给孩子最有用的生日“礼
物”。于是，他们一家将节省下来

的1万元，捐给了村老年协会，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运营添一份
力。
对于黄八一、王丽霞伉俪的
举动，乡亲们赞赏不已。“村干部
带头不办小孩成人礼，给大家树
立了榜样！”仑后村的黄大爷表
示。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黄明彻）

湖 滨消费宣传讲座走进花园城
本报讯 3月12日上午，湖滨街
道联合湖滨市场管理所、花园城社
区开展主题为“科学保健，理性消
费”——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
讲座，现场约有110位居民参加。
会上，讲师以视频播放及生
动的案例，讲解当前社会上中老
年人在保健消费上的误区及陷
阱。针对老年人容易误陷健康咨
询“义诊”、保健品“神药”等消费
欺诈误区，以及维权自我保护能
力相对较弱等状况，通过一些老

年消费者为健康不惜钱财上当受
骗的案例，帮助老年人提高鉴别
药品真伪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防范虚假夸大保健食品、保健器
械等消费陷阱。此外，会上还发
放《保健食品基本常识》《食品安
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 220余
份，社区老人们普遍反映此次宣
讲活动很及时，大大增强了维权
意识，对营造安全放心的保健食
品消费环境起到良好作用。
（记者 陈嫣兰 通讯员 卢培亮）

宝 盖老年学校新春第一课开课
本报讯 3月12日，宝盖镇老年
学校迎来了春季第一课，辖区各村
（社区）老年学校负责人和部分老
干部参加学习。市老教委讲师团
讲师蔡宗营到场授课。
宝盖镇老年学校春季首课上，
蔡宗营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题，紧扣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学习新思想 奋

征新时代》为题，给大家上了一堂
生动的政治课。据悉，今年，宝盖
镇老教委将继续办好老年教育，突
出思想政治教育，抓好常态化办
学，创新活动形式，扩大老年教育
覆盖面，既让老年人老有所学。同
时，进一步激发老同志的积极性，
为各项事业建设发挥余热。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王天来）

蚶 江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本报讯 3月11日，记者从蚶江
镇了解到，该镇卫计办、计生协会 卫生健康之窗
联合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
比专项活动。
据悉，该镇一方面加大宣传教
育力度，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
家”“ 关爱女孩行动”等活动；同时
加强对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
的管理，进一步加大依法治理力
度。建立群众举报制度，对举报内
容经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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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另一方面，严厉打击违反“两
禁”的非法行为。加大行政执法力
度，充分利用法律手段，采取严厉
查处、严厉打击的措施，坚决打击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
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相关的行为。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郭文烟）

接到群众举报，迅速赶往现场

已经是下班时间，工作人员还在处理相关案件

永 宁召开春季
企业安全生产培训会

本报讯 3月13日下午，永宁镇召开2019年春季
企业安全生产培训会，本次共有辖区33家企业的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会议强调了企业一要加大投入，配齐安全生产相
关设施，配强相关技术团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二要
加强培训，做好员工的“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特种
作业岗位的员工一定要持证上岗；三要全面隐患排
查，对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电线电路要检验、检查，确
保处于完好适用状态才能使用，保证其符合安全运行
要求；四要做好企业双体系建设，将风险分级管控挺
在隐患前面，将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从根本
上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源头。
随后，镇政府邀请的特邀讲师针对安全生产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内容进
行培训。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占森贵 高芳华）

祥 芝依托多媒介
打击电信违法犯罪

油管线进行拆除、破坏，依法打
击了非法运输行为。下阶段，
锦尚镇将继续与边防派出所保
加强合作，提高打
本报讯 近日，锦尚镇联合
推进反走私综合治理 持紧密联系，
击力度，依法打击走私和非法
锦尚深埕边防所开展清查私设
运输、存储、买卖无合法来源成
（埋）输油管线行动。
当天，锦尚镇组织治违办、 对沿海走私输油管道进行清查 品油行为。
城管办，联合锦尚深埕边防所 和打击，将埋设在海滩上的输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李少提）

锦 尚清查私设输油管道

强力拆违
保溪流清洁
全面推进河湖长制

厝上溪整治
石狮市河长办 市水务处 主办

日前，锦尚镇治违办城管办协同镇相
关部门强拆位于该镇厝上溪流沿岸的鸡
场，此非法养殖场占地12779平方米，其中
简易搭盖1008平方米，城管办通过大型拆
违预案的严密组织，拆违工作顺利完成。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李少提）

本报讯 近日，途经祥芝沿海大道的群众都会看
到，沿线大型广告牌的内容更换了，原来，祥芝镇综治
办在祥芝沿海大道设立大型广告牌开展宣传活动，通
过漫画形式，将各种诈骗手段展示出来，使辖区过往
村民都能看到，有利于村民群众提高防范意识，保障
财产安全。
连日来，祥芝镇综治办依托各种宣传载体，通过
防范宣传专栏、大型广告牌、宣传横幅等多样形式开
展常态化工作，进而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活动，遏制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多发势头，维护人
民群众财产安全，确保该镇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工作取得实效，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侯伟泓）

锦 尚开展食品药品宣传
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提高
公众安全饮食用药意识和法律维权意识，努力营造辖
区共同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实现食品药品
安全社会共治。近日，锦尚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在锦悦
福超市举办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在超市进出口设置宣传咨询
点，发放食品药品宣传资料，向来往群众及超市职工
宣传法律法规、安全合理饮食用药知识，耐心解答群
众及超市职工普遍关心的食品药品方面的相关问题，
为广大群众解疑释惑，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50余册，接受群众咨
询20多起。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畅通了市场
监管部门与群众沟通交流渠道，夯实食品药品安全群
众基础，营造人人关注、人人重视食品药品安全的良
好氛围。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志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