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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价格等投诉比重上升

根据投诉性质分析，与 2014年相比，
涉及售后服务、价格、虚假宣传的投诉比
重有所上升。

在全部投诉中，商品类投诉 30.9 万
件，占总投诉比重为 48.34％，比 2014年下
降 5.7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
鞋帽类、交通工具类、日用商品类和房屋
建材类投诉量居前五位。除交通工具类
投诉上升了 1.08％外，其他商品类投诉均
有所下降。在具体商品投诉中，投诉量居
前的是通讯类产品、汽车及零部件、服装、
鞋、食品等。

服务类投诉共 18.8万件，占总投诉比
重为 29.34％，比 2014年上升 0.62个百分
点。其中，生活社会服务类、销售服务、信
息通讯服务、互联网服务和邮政业服务居
于投诉量前五位。

在具体服务投诉中，投诉量居前的分

别为远程购物、移动电话服务、经营性互
联网服务、美容美发服务、保养和修理服
务等领域。

远程购物投诉高发

以网络购物、电视购物为代表的远程
购物成为消费者投诉的多发领域。2015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远程购物投诉约 2
万件，占销售服务类投诉的近七成。

除了电商平台和电视购物外，刷爆朋
友圈的微商也正在成为消费投诉的难
点。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介绍，由于大
部分微商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行为，且微
商纳入政府监管的时间并不长，尚存在很
多问题。一是微商缺乏信用保证体系，如

出现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难；二是一些
微商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实物与宣传不
符；三是部分微商的“积赞”等活动难以兑
现承诺。

跨国跨境投诉成为新热点

“海淘”变热了，问题也随之而来。跨
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消费形式不断兴起，
跨国跨境消费投诉呈现激增态势。

董祝礼说，由于我国跨境消费维权机
制尚未建立，跨境消费维权难度很大。

他介绍，在跨境旅游中，部分旅行社、
导游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者或强制
消费者购物；跨境电商代购商品的质量存
在问题，且跨境商品的售后服务不完善。

预付卡消费欺诈成顽疾

2015年底，深圳“水果营行”门店关闭
导致消费者的会员卡无法继续使用。目
前，各地类似的预付卡消费欺诈事件频
发，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消费投诉的热点。

董祝礼表示，预付卡消费领域中，部
分经营者利用其变相融资、集资、诈骗甚
至跑路；同时，存在服务与宣传不符，服务
缩水的现象；还有的经营者利用不合理格
式条款限制预付卡使用期限，甚至排除消
费者退卡权利。

消费者信息安全难保障

不少消费者反映，购买商品后，不断收
到商家的广告“轰炸”，还有的消费者因为泄
露了个人信息，而被不法分子诈骗。个人信
息安全成为2015年消费投诉的热点之一。

董祝礼说，消费者信息泄露的发生，
一是由于经营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障
消费者信息安全；二是部分经营者利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牟利。新修正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
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
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此外，食品安全问题仍是消费投诉热
点，快递类、汽车类投诉也大幅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健身服务类投诉
5137件，这是健身服务首次进入服务大类
投诉前十位。董祝礼说，这体现出全民健
身意识正在兴起，但健身行业还存在不规
范的现象，亟待相关部门出台相应政策进
行管理。 □ 高敬 白岩

2015年，哪些糟心事成为消费投诉热点？
——来自中消协的消费投诉盘点

1月23日，游人在河北石家庄平山沕沕水景区游览冰瀑。
华北地区近日迎来极寒天气。滴水成冰的天气“成就”了河北石家庄平山县沕沕水景区内的冰瀑奇观。绵延千米的冰瀑

吸引了周边游客到此“昼观冰瀑夜赏灯”。
据悉，沕沕水98米的多级瀑布有“燕赵第一瀑”之称，景区计划在春节期间对冰瀑景观进行“全面升级”，为游人打造一个

奇幻冰雪新世界。 新华社 发（刘玉和 摄）

中国消费者协会 25 日发布了

2015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

况。2015 年全年全国消协组织共

受理消费者投诉约 63.9 万件，解决

54.6 万件，投诉解决率 85.36％，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约 10.5 亿元。

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

倍赔偿的投诉 4962 件，加

倍赔偿金额3299万元。

来自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最新统计显示，
2015年，上海及华东地区的中国消费者平均每天通
过空运直邮途径、开展跨境网购的进口商品达 1026
批次，比上一年猛增七倍。

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快件检验检疫处处
长梁俊表示，空运直邮跨境网购业务不同于普通“海
淘”，它要求境内外相关电子商务、物流企业及其相
关商品均需备案，中国境内普通消费者需要实名购
买且有售后服务保证，可以真实反映出自 2014年起
步的中国消费者跨境网购空运直邮开始进入快速增
长期。

据介绍，2015年，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共受理跨境网购空运直邮 37.46万批次，日趋庞大的
消费需求已吸引美国亚马逊、日本伊藤忠等 300多
家 境 外 电 子 商 务 企 业 以 及 敦 豪 航 空 货 运 公 司

（DHL）、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UPS）、顺丰等 11家
境内外物流企业参与其中。

据分析，在中国消费者 2015年跨境网购空运直
邮的 37.46万批次商品中，小家电占 20％，婴幼儿服
装、纸尿裤占 11％，化妆品占 10％，奶粉等食品占
6％，其他日用消费品占53％。

梁俊表示，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积极支持跨境
电子商务快件业务合法合规发展，专门在上海空港
口岸为直邮进口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快件量身定制
了“无纸申报＋电子审核＋即查即放”的监管新模
式。目前，不需查验的快件通检时间已从两年前最
初的 2－3天缩短至几分钟，需要查验的快件通检时
间从 3－5天缩短到半个工作日，显著提升了贸易便
利化水平。 □ 吴 宇

25日，国内黄金、白银的期货及现货商品收涨。
数据显示，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交易最为

活跃的 2016年 6月份交割合约夜间交易平开，报每
克 235.1元；盘中震荡运行，最低点报每克 234.55元；
最高点报每克 236.15元；最终报收于每克 235.8元，
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0.7元，涨幅0.3％。

其余非活跃合约近全线收涨。当日，黄金期货
共有 4个合约成交，共成交 200160手，成交额 471.13
亿元。

白银期货收微涨，主力合约收于每公斤 3323
元，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 8元，涨幅 0.24％。当
日白银期货共成交58.76万手，成交额293.67亿元。

现货黄金以收涨为主。数据显示，上海黄金交
易所黄金 Au99.95 收盘于每克 233.56 元，上涨 0.77
元，共成交 2384 公斤；黄金 Au99.99 收盘于每克
233.69元，上涨 1.19元，共成交 30079.52公斤；黄金
Au100g 收盘于每克 233.58 元，上涨 0.8 元，共成交
29.8公斤；黄金Au（T＋D）收盘于每克 233.62元，上
涨 0.73 元，共成交 43226 公斤；Pt9995 收盘于每克
191.18元，上涨2.43元，共成交124公斤。

现货白银方面，Ag（T＋D）递延交易品种收盘于
每公斤 3240元，上涨 8元，共成交 264.91万公斤。现
货市场上，上海华通铂银市场 1号白银现货每公斤
定盘价 3220 元，2 号白银现货每公斤定盘价 3205
元，3号白银现货每公斤定盘价 3190元，较前一交易
日结算价上涨5元。 □ 陈爱平

笔者 25日从国家工商总局获悉，2015年前 11
个月，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侵权假
冒案件4.6万件，案值6.5亿元。

2015年，工商总局加大商标案件查处力度，坚
决遏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加强商标代理市场秩序
整治，部署开展保护“迪士尼”“若羌红枣”等一系列
商标专用权专项行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针对市
场上跨区域、大规模、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商标侵权
案件，加强区域、部门协作，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商标违法案件 3.07
万件，案值5.01亿元，依法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
案件 164件。此外，工商部门共查处侵犯知识产权
不正当竞争案件6546件，案值1.2亿元。

据介绍，“十二五”时期，按照国务院部署，工商
总局成立了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加强
法律法规建设，相继颁布施行了一系列配套规章。
工商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红盾护农专项行动、成品
油市场专项整治、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场假冒伪劣
专项整治行动、红盾网剑专项行动、中国制造海外形
象维护“清风”行动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持续保持打
击侵权假冒高压态势。

2012年至 2015年 11月底，全国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共立案查处侵权假冒案件 31.7万件，捣毁制
假售假窝点 10622个，依法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
罪案件2644件，涉案金额29.1亿元。 □ 高 敬

中国消费者跨境网购
空运直邮进入快速增长期

2015年前11个月全国工商系统
立案查处侵权假冒案件4.6万件

25日国内金银商品收涨

高星酒店需求超预期

携程酒店数据显示，2016年春节国
内游客对于高星级（4－5星）酒店的需
求远超预期，境外高星级酒店占比超过
6成，境内高星级酒店占比也达到 53％；
而去年春节期间，境外高星级酒店占比
为51％，境内高星级酒店占比仅35％。

“对于高星级酒店的需求逐年增长
说明国内游客对于旅游品质的要求越来
越高，旅游观念也正在逐渐改变，不再是
走过、路过、看过，享受型需求正成为国
内游客旅行方式的主导。”携程网有关研
究人员说。

目的地方面，境外前三的酒店目的
地分别是香港、台北和新加坡。境内酒店
目的地中厦门、上海、三亚居于前三，其后
为北京、广州、杭州、哈尔滨、深圳、苏州、
南京。

境内、外目的地选择变化不大

2016年春节国内游客对于境内、外目
的地的选择变化不大，大多数目的地依然保
持着2015年的热度，境内三亚、厦门、昆明
等地深受游客的喜爱，境外目的地则以日

本、韩国、泰国等多个亚洲周边邻国为主要
出游选择。携程通过数据预测，今年春节境
外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将占总量的6成以上。

“近两年出境游大热，原因同样来自
于国内游客对于享受型旅行需求的增长，
同时，随着国内人均GDP的增长和旅行观
念的改变，人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来享受假期，享受旅行。”携程网研究人员
表示。

目的地排名方面，境内自由行前三的
目的地分别为三亚、厦门和广州，跟团游

则为昆明、三亚及厦门，气候温暖的城市
在这个春节格外受欢迎；境外自由行的首
选依然是首尔，其次为香港和新加坡，境
外跟团游前三依次是曼谷、东京、台北，购
物与观光兼顾是比较明显的特征。

此外携程旅游专家还指出，综合境
内、外自由行、跟团游数据后发现，今年春
节 境 外 旅 游 多 为 2 人 同 行 ，占 比 接 近
35％，境内旅游则 2大 1小的三口之家为
主，占比接近 4成。“三口之家更愿意选择
家周边的景区和城市就近游玩，出行以自

驾和铁路为主；而情侣和朋友结伴出游多
数选择境外目的地。”

亲子游市场再次引爆

时值寒假，中、小学生放假，境内、外亲
子游市场再现高潮，“群娃奔腾”的场面将重
现各大亲子游景区。境外景区方面，香港迪
士尼乐园不出意外地占据第一的位置。

境内景区方面，广州长隆景区和珠海
长隆海洋王国重回榜单前二位，排名第三
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同样也出现了不少
孩子的身影。

交通出行方面，携程机票数据显示，
境外航线前十的目的地依次为台北、香
港、首尔、曼谷、东京、新加坡、普吉岛、大
阪、悉尼、清迈；除了悉尼之外，所有目的
地的飞行时长普遍在 5小时上下，飞得都
不算远是今年春节境外旅游的常态。“当
然，航线目的地的集中也意味着周边各国
的国内游客数量会有相应的增长。”携程
机票专家分析。

境内航线方面，排名前十的目的地分
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三亚、
重庆、西安、海口、哈尔滨，覆盖了主要的
旅游城市。

火车运输方面，春节期间，包括上海
虹桥、杭州东站、广州南站、北京西站、深
圳北站、南京南站、上海站、长沙南站、重
庆北站、成都东站都将迎来大批量的旅
客。其中杭州东站首度跻身节假日热门
火车站前三位，客流量激增。□ 齐中熙

携程春节旅游大数据显示

“享受型”需求渐成旅行方式主导

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 25 日介
绍，2015年全国保费收入 2.4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其中，财产险保费收
入 7995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 1.6万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5％。

项俊波在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
上表示，2015年保险业继续保持强劲发
展势头，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保险的经
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日益凸显。

具体来看，2015年保险业为全社
会提供风险保障 1718万亿元，赔款与
给付 8674.1 亿元，同比增长 20.2％。
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责任保险、农
业保险、健康保险快速增长，增速分别
为19.2％、15.1％和51.9％。

保险公司经营效益大幅提升。数
据显示，2015年保险资金运用实现收
益 7803.6亿元，同比增长 45.6％，平均
投资收益率达 7.56％。预计保险公司
实现利润2823.6亿元，同比增长38％。

此外，保险行业整体实力不断壮
大。截至 2015年底，保险业总资产达
到 12.4 万 亿 元 ，较 2015 年 初 增 长
21.7％。

项俊波表示，去年保险业风险得
到有效防范，偿付能力总体充足，市场
运行安全稳健，没有发生大的风险事
件。 □ 谭谟晓 何雨欣

新春佳节临近，除了与家人团
聚之外，筹备一次或长或短的度假
旅行也成为不少人过节的方式之
一。国内最大的在线旅游服务商携
程旅行网近日发布的大数据显示，
近年来随着国内游客旅游观念的转
变，享受型需求正不断增长，今年春
节有近7成旅客选择境外游，超过6
成旅客准备入住高星级酒店。

2015年我国保费
收入 2.4 万亿元

增长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