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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 !"#!$ 受理咨

询!投诉!举报 !%%件"其

中通讯类产品! 网络服

务!农机售后等问题成投

诉热点

本报讯 #记者 窦娜$%十一&期间"我市

消费市场火爆" 消费者的烦恼也陡然增加'

昨日" 记者获悉" 节日期间市工商局
!"#!$

申诉举报指挥中心共接到消费者咨询 !投

诉 !举报
!%%

件 "其中咨询
!#&

件 !投诉
'$

件!举报
"

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

(

从受理的投诉来看"通讯类产品)网络

服务!农机售后服务!家用轿车等问题最为

突出( 国庆节期间"涉及通讯类产品的投诉

!"

件"占投诉总量的
")*%+

"同比上升
#$

个

百分点"投诉内容涵盖网购手机存在欺诈消

费现象!运营商以搞活动为幌子促销劣质手

机以及通讯资费纠纷等(

!&

月
%

日"消费者

宋某反映"通过某网站购买的手机存在质量

问题" 按照经营者提供的联系电话拨打"却

一直无人接听(

由于假日期间正值秋收播种季节"农资

用品的投诉也不少( 消费者反映"花费数十

万元购买的联合收割机!旋耕机本想趁此机

会大挣一把"不料机器频出故障"维修困难(

网络服务类投诉! 家用轿车售后服务问

题的投诉同比分别增加
$&(

和
!&&(

"投诉内

容涉及宽带安装不及时! 宽带改造光纤带有

强制性!网线故障维修不及时!汽车
',

店存

在小病大修!扣押购车者合格证等侵权行为(

此外"长假期间"有关经营者售后服务问

题的投诉占
')(

" 同比上升
!$

个百分点*涉

及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占
#'(

" 与去年基本

持平*涉及其他问题的投诉占
"&(

"同比有所

下降( 经营者售后服务延滞缺位) 推诿搪塞

等仍是节假日消费者诉求较集中的问题(

线索提供&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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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时间 演出剧场 演出剧目 演出单位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山城母亲,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山城母亲,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市井人生,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市井人生,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大义皇后,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大义皇后,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农家媳妇, 项城市豫剧团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农家媳妇, 项城市豫剧团

!&

月
""

日
!-!#&

周口人民会堂 豫剧+典妻, 项城市豫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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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庆期间"全市公安机关按照市委)

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周密部署"精心

安排"全力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全市未发生

有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交通)火灾

事故"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社会稳定治安良好'

!&

月
!

日至
%

日" 全市共接报有效警情
'"&.

起"同

比刑事) 治安) 火灾类警情数分别下降
!&*'+

)

!*'-+

)

"#*"!+

"交通类警情上升
!-*!&+

'

周密部署" 确保国庆各项安保措施落到实

处' 节日期间"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严格落实
"'

小

时值班备勤和领导带班制度" 每天安排不少于三

分之一的警力备勤" 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

迅速到位) 妥善处置' 市公安局值班领导每天两

次在指挥中心参加省公安厅视频调度"两次调度

全市社会治安情况'

全警动员"有效维护全市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按照市公安局统一部署" 狠抓

各项安保措施落实' 节日期间" 全市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
".&

起"其中破多发性侵财案件
"!&

起"打

掉侵财犯罪团伙
.

个"收戒吸毒人员
"!

人)缴获

毒品
!.&

克'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深入开展矛盾排

查化解工作和消防安全大检查"排查废旧厂房)仓

库
"&!

间"查处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
!

起"行政

拘留
!

人"没收烟花爆竹
#!

件-箱$'节日期间"全

市共查处酒驾) 涉牌涉证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

余起"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平稳"高速公路和

国)省道未出现严重拥堵情况'

妥善应对" 国庆期间发生的个别敏感案事件

得到及时有效处置'

!&

月
'

日
!.

时
'!

分" 市公

安局
!!&

报警服务台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川汇区

某小区疑似发生绑架案'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迅

速启动相关应急预案"指令特警)武警及辖区分局

执勤民警赶赴现场处置" 同时通知
!"&

急救人员

做好救治伤员的准备'经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王

某与朋友段某因家庭感情纠纷" 将段某叫到家中

对其限制人身自由并进行殴打' 经过民警现场做

工作"王某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双方被带至公

安机关处理'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

'任君箫(

文明周口建设在行动

市委政法委!

@ABCDE4FGHIJ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6

文明执法是

社会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 是政法机

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 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扎实

推进文明周口建设" 进一步提升全市执

法人员的道德素质" 在全社会形成 %文

明执法) 文明守法/ 的良好风尚" 根据

省) 市文明执法活动实施方案的部署要

求" 市委政法委积极行动" 认真部署"

扎实开展文明执法活动'

为营造浓厚的文明执法活动教育

氛围 " 市委政法委围绕职责任务和政

法工作实际 " 在政法系统开展 %两观

一操守 & 教育活动 " 即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和

职业道德操守教育 ' 着重做好 %三个

结合&" 即文明执法教育活动与 %三严

三实 & 活动相结合 ) 中心学习与辅导

学习相结合 ) 严格督导与评议评选相

结合 " 确保文明执法教育取得实效 '

同时 " 政法各部门采取悬挂条幅 ) 橱

窗宣传) 理论学习) 以会代训等形式"

强化文明执法教育效果 " 巩固政法干

警文明执法意识'

实施 %三项制度&" 确保全市文明

执法活动持续健康进行' 一是成立以主

管书记为总召集人" 政法各部门负责人

为副召集人" 政法各单位相关处室负责

人为成员的活动联席会议制度* 二是定

期报送信息制度" 全面了解掌握政法机

关文明执法活动动态" 梳理各单位好的

经验做法以及工作亮点* 三是建立活动

联系人制度" 保证活动的开展做到上情

下达) 上通下联" 互通有无'

同时" 全市政法系统积极作为" 建

立新机制" 推出新举措" 文明执法内容

得到有效落实' 市公安局推广人性化执

法" 提高文明执法度" 深化执法规范化

建设* 市检察院利用门户网站) 微博)

微信等向社会公开检察工作信息* 市法

院试行人民陪审团制度" 裁判文书在周

口法院网上公开发布'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岳新坦表示" 接

下来" 全市政法系统要按照市委书记徐

光 %学而信 ) 学而用 ) 学而行 & 的要

求" 担当起文明执法排头兵的责任* 按

照文明周口建设工作分工" 做好 %文明

干警) 文明执法岗& 评选活动" 用身边

的典型引导人) 教育人) 塑造人" 用先

进典型助推文明执法活动* 做好 %四个

结合 &" 把文明执法与文明周口建设 )

%三严三实 & 教育活动 ) %整风肃纪 &

教育 )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

合" 促使文明执法活动持续开展'

市商务局!

KL4FMNOPQ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自文明周口

建设活动开展以来" 市商务局党组高度

重视" 结合我市 %践行价值观) 文明我

先行& 主题系列活动" 以 %文明用餐)

安全健康& 为主题" 大力普及安全饮食

知识) 推广文明餐桌礼仪) 倡导安全用

餐行为) 提升餐饮行业服务品位" 积极

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昨日" 市民张女士在汉阳路一家餐

厅宴请朋友时发现" 餐厅内部随处可见

节俭用餐的标语' 结账时" 服务员见桌

上有两道菜剩余不少" 便主动询问张女

士是否需要打包'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服务员马上拿来食品袋帮张女士打包'

对此 " 张女士非常满意 " 并感慨道 .

%现在文明用餐) 节俭用餐的氛围越来

越浓了'&

为扎实推进文明餐桌活动的顺利开

展" 我市成立了由市商务局 ) 市工商

局) 市卫生局) 市直工委) 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市教育局组成的文明餐桌

活动联席办公会议制度" 成立了包括召

集人) 联络员的活动组织" 制订活动方

案" 对活动的开展进行了职责分工和阶

段活动安排' 同时" 拟定有关文明餐桌

活动标准 " 深入开展 %文明餐桌示范

店&) %文明餐桌示范食堂&) %文明餐

桌示范街& 评选活动' 在去年开展文明

餐桌活动的基础上" 全面普及推广" 各

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督促辖区内所

有餐饮服务单位 -包括学校) 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食堂 $ 开展文明餐桌活

动" 在全市拟评选出
$&

家文明餐桌示

范单位)

"&

家文明餐桌示范食堂 -包

括学校)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并于年

底召开总结表彰大会" 向社会公布示范

名单" 推进文明餐桌活动向全市各餐饮

企业和机关) 学校食堂普及推广" 使文

明餐桌活动深入全市每个角落" 形成全

民参与) 共建文明的良好氛围' 此外"

市商务局向全市机关食堂印发了活动通

知" 向全市餐饮企业发放文明餐桌活动

倡议书
!&&&

多份) 活动台签和宣传贴

纸
$&&

多套) 各类展架
$&

多套" 在全

市营造出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为把活动

落到实处" 增强餐饮服务单位的社会责

任感和道德认知感" 市商务局还不定时

组织专项活动" 进行督导" 惩治不文明

行为'

市商务局副局长武华表示 " 下一

步" 市商务局将继续加大文明餐桌的宣

传力度" 在全市形成节约粮食) 崇尚节

俭) 科学饮食的餐饮文化" 助推文明周

口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