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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
如何规范行远

■ 本报记者 何珂

“手机快没电了，得赶紧充电”，这是很多人常常遇
到的问题。 导航、支付、沟通……出门在外，越来越多人
的生活离不开智能手机，而共享充电宝在一定程度上方
便了大家的生活。

“上周，在外开会，手机电量不足，还好酒店门口就
有共享充电宝，真是帮了大忙。 ”11 月 30 日，合肥市民
杨晓雅告诉记者， 虽然充电很方便， 归还却颇为头疼，
“开完会之后，带着共享充电宝就打车回家了，没想到在
家门口绕了几圈，都没找到归还点，没有归还的话，就算
停止使用，也一直在收费。 ”

杨晓雅的经历并非个例。 前不久，上海市消保委发
布的《共享充电宝消费体察情况报告》显示，部分共享充
电宝存在归还后未停止计费、租借容易归还难、价格标
识不显著、收费不合理以及过度收集并传输个人信息等
问题。 在投诉中，有 23%的消费者反映在使用完充电宝
后，因附近网点少、机柜无空位、夜间关门或人为阻拦等
原因难以找到空余机柜，导致无法及时归还而被持续收
费，联系客服也无法解决。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在线共享充电宝
设备量已超过 440 万，用户规模超过 2 亿人。如今，街上
大小店铺往往都会摆上各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用户规模
与落地场景不断激增。

快速增长的不仅是共享充电宝。国家信息中心发布
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 年我国
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 33773 亿元， 同比增长约
2.9%；共享经济领域直接融资规模为 1185 亿元，同比
大幅增长 66%；2020 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达 8.3 亿
人。从上锁的自行车，到扫码即骑的共享单车；从在马路
边挥手等待，到坐在办公室查看网约车距离；从单一的
酒店，到多元的民宿；从没电的窘境，到如今满街都是充
电宝的便捷……共享经济不知不觉已经融入人们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

伴随共享经济的广泛应用，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
出来。 平台垄断、个人隐私泄露、安全隐患、价格上涨
等问题，频频引发舆论关注。 为保障共享经济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也加强了对共享经济企业的监
管 。 今年 6 月 ，针对共享单车 、共享充电宝等涨价现
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 8 家共享消费品牌经营企
业限期整改，明确定价规则，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范
市场价格行为和竞争行为。 经过整改，相关企业进一
步完善定价规则，通过直接降价或者降低计费单元等
方式下调部分机柜价格。据悉，共享充电宝品牌中，街
电逾 8 万台机柜降价 ，小电 、搜电 、怪兽 、美团分别有
数千台机柜降价。

对共享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共享经济发展
报告（2021）》持乐观态度，预计 2021 年共享经济增速将
有较大回升，速度有望达到 10%-15%，未来五年，年均
增速将保持在 10%以上。 业内人士建议，共享经济企业
应回归共享经济本源，在优化供给、产品服务迭代升级
上下更大功夫，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实现企业和消
费者的双赢。

油茶迎来“丰产期”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方荣刚

“今年收成好，我家的油茶籽产量有 100 多万斤！ ”
六安市裕青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姚德武笑着
说。 今年秋冬季节天气晴好，六安全市范围内油茶普遍
丰收，目前正在进行深加工。

姚德武的公司位于该市裕安区青山乡，总种植面积
12000 多亩， 该乡属于江淮分水岭地区的丘陵地带，连
片的荒岗土山适合种植油茶。七八年前姚德武自己做生
意手头有了钱，回到青山乡老家流转农户山场开始种植
油茶，带动了附近 6 个村 200 多户脱贫致富，姚德武除
了每年支付农户租金，平时的油茶管养、采摘等用工也
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

“从事林业不光要有经济实力，还要有情怀，否则
很难坚持下去。 ”姚德武说。 油茶 10 年后才进入丰产
期 ，头几年他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先后投入了几千万
元，从今年起基本可以保持稳定收成，虽然过程漫长，
但有些效益是显而易见的。种油茶修通了承包山场范
围内各村组的水泥路 ，方便了群众出行 ；另外根据协
议 ，承包期满后 ，这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将无偿交给当
地农户。 姚德武说，这就是情怀，一个人富了不算富，
带动乡亲们致富才是有价值追求。

在霍山县但家庙镇，种植大户舒瞻的茶油生产线一
片繁忙。他种植的 7000 多亩油茶今年收获茶籽 70 多万
斤，五六斤左右山茶籽可产 1 斤成品山茶油，作为纯绿
色食品的高档食用油， 每斤茶油最高可以卖到 200 多
元，大大提高了油茶的附加值。“感谢各级政府多年来的
扶持，才有了我现在的好日子。 ”舒瞻说。

六安市林业局相关科室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市油茶
栽植面积达到 93.81 万亩，面积居全省第一，是全省油
茶产业发展样板区。 为了发展油茶产业，该市利用各级
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林长的优势，对种植大户和企业进
行项目扶持，协调解决种植资金、技术、基础设施和销售
等问题。

据了解， 早在 2007 年， 六安市就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种植 ，今年市政府又出台 《六安绿色农产品生产
加工供应基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组织实施农业提
质增效 “6969”工程 ，提出高标准建设油茶等 9 个优
势主导产业基地。 龙头带动，突出示范建设。 该市油
茶产业发展采取政府规划布局 、 企业主导发展 ，按
“基地+企业+农户 ”思路 ，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 。 目
前 ， 六安市从事油茶产业的省级及以上林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达到 27 家 ，千亩以上相对集中连片种植基
地 40 多个 ，培育出启航 、野岭 、东旭大别山等一批知
名茶油品牌。

以专业监管震慑虚假营销

■ 韩小乔

近日，一份由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某国外羽绒服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

网上刷屏。 除了罚金 45 万元备受关注外，行政
处罚决定书因调查深入详尽、 说理专业清楚，
被网友称为“羽绒服购买指南”。

商家的种种套路在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暴露无遗：动辄上万元一件的羽绒服，但大
部分产品并非使用了保温性能更加出色的高

蓬松度鹅绒，而是使用了蓬松度较低的鸭绒。

滥用 “国家级 ”“最高级 ”“最佳 ”等用语 ，涉嫌
虚假宣传。 明明羽绒的品质和产地、 气候无
关，却以国外产地来彰显羽绒的保暖性，刻意
制造噱头。 承诺“全球终身保修”，却在维修时
百般推诿、拒不退换货。 高价羽绒服，问题一
箩筐 ，不禁让人疑惑 ，这是 “保暖费 ”还是 “智
商税”？

宣传夸得天花乱坠， 实际产品却相差甚
远，因虚假宣传而“翻车”的商家不在少数。 “双
11”期间，某国外品牌面膜因差价问题、涉嫌欺
诈消费者成为众矢之的。 一些商家之所以肆无

忌惮，一方面因为买卖双方地位不对等，商家
店大欺客，消费者势单力薄、维权困难；另一方
面，个别国外品牌看准了消费者对专业术语不
了解，利用信息不对称，引消费者“入坑”。 以羽
绒服为例， 如果不是专业出身或有研究兴趣，
大部分消费者很难清楚羽绒服的蓬松度、绒子
含量以及国际标准。

商家的傲慢与“忽悠”，归根结底在于把追
求利润放在首位，罔顾消费者权益。 虚假宣传
短期内可以使品牌获得关注和流量， 激起众
人排长队购买的热情； 但长期来看造成的损

失是巨大的，当消费者的心凉了，也会有无人
问津的凄凉。

行政处罚决定书走红网络，也给商家提了
个醒：随着营商环境与世界接轨，监管水平日
益提升，消费者权益意识逐渐觉醒，商家耍花
招、玩套路的空间越来越小。 “处罚决定”成了
“购物指南”， 某种程度上消弭了信息鸿沟、引
导了消费维权，以专业知识和权威力量为消费
者撑腰、为市场发展保驾护航。 当越来越多有
指导性、建设性意义的“处罚决定”走入大众视
野，就能倒逼品牌商遏制逐利冲动、规范经营
行为、尊重消费者。

虚假宣传不能成为商家的惯用招数。 只有
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做到遵纪守法、质量为本、
诚信为先，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积极与
消费者沟通交流，企业才能行稳致远。 否则，哪
怕是所谓的“行业翘楚”“网红品牌”也逃不过
舆论谴责和法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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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前移 推进消费安全共治

11 月 30 日， 桐城市民张先生在中
业广场华润苏果和平路店购买了一台海
尔滚筒洗衣机，回到家后，感觉洗衣机样
式不好看，下午到门店要求退货。门店服
务台接到退货申请后，按照“718”服务承
诺， 在该洗衣机暂未安装不影响二次销
售的情况下， 现场给张先生办理了退货
退款手续。

华润苏果超市在在桐城市率先打造
“贴心管家”服务品牌，首推“718”服务承
诺，7 天无忧退、1 分钟快速响应、8 项贴
心服务。“贴心管家”成立以来，为消费者
无理由退换货 4600 件， 涉及家庭食品、
餐厨用品、休闲零食等八大品类，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50.6 万元。

陈青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 桐城市大力推进消费
纠纷在线和解机制，前移消费维权关口，
发展桐城市国际大酒店等 3 家企业为
ODR（消费纠纷在线和解）企业，依托全
国 12315 投诉举报平台推进完善消费者

与企业直接协商解决纠纷， 同时指导企
业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 落实经营者首
问制度，建立赔偿先付制度，推动消费维
权社会共治。

放心、舒心、安心的消费环境，需要
一个运转顺畅的维权机制。 目前我省市
场监管 12315 热线和工作机制实行一个
号码接收、一个平台处理，实现全渠道、
全业务、全系统诉求集中汇聚，让消费维
权之路更畅通、更便捷、更高效。“消费者
不但可以拨打 12315 热线， 还可以通过
互联网、微信、手机 App 等渠道向市场
监管部门提出诉求。 通过统一的 12315
热线，不仅能进行消费维权，还能举报制
售假冒伪劣、危害食品药品安全、价格违
法、侵犯知识产权等方面问题。 ”省市场
监管局 12315 投诉举报处置指挥中心负
责人说， 据统计， 今年前 10 月， 全省
12315 工作机构共接收各类投诉举报咨
询 858374 件，办结率为 99.21%，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9083.14 万元。

“我们将持续创优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深入推进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
承诺和消费投诉公示工作，加强消费维
权服务站点建设，进一步推动形成政府
主导、部门协作 、企业自律 、行业自治 、
社会监督、消费者参与为一体的共治格
局。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人士表示，将按
照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和长三角市
场监管体系一体化要求 ，协同推进 “满
意消费长三角 ”行动 ，努力营造公平有
序的竞争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消费领域获得感
和幸福感。

店街联动 创建放心消费街区

烤一份冷面，炸一份鸡柳，买两杯
奶茶，最后，再来上一份热气腾腾的砂锅
米线，每周二下午下班后，来安县市民许
曼舒会约上小伙伴， 来到来安县寺巷美
食步行街开启了她们的美食之旅。“经过
改造，我们又重新爱上了寺巷美食街，这
里不仅品种多，更重要的是环境好，干净
卫生，吃得放心。 ”

寺巷是来安县的第一条美食街，也
是几代来安人的集体记忆， 但随着时间
的流逝，经营设施逐渐陈旧，经营条件也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来此消费的人逐渐
减少。 “那时候，灶具全部摆在户外马路
边，路上车来车往，总担心食物沾染上扬
尘。 ”许曼舒说。

2020 年，来安县政府投资近 200 万
元对寺巷美食街进行改造，将街道拓宽、
整新， 将过去设置在店前的开放式厨房
全部调整到后面进行封闭操作， 并全部
加装油烟净化器。经过整改，每家店面均

配备了餐具消毒设施和餐具保洁柜，店
内物品存放分类分架，定点定位，井然有
序，地面、墙体、油烟机整洁干净，彻底改
变了过去“脏、乱、差”的局面。此外，每家
餐饮店均将餐饮服务许可证、 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健康状况、食品安全
承诺、 风险分级等级标记等食品安全信
息公示于店内显眼处， 使消费者最大限
度地了解有关食品安全信息。

在来安县贾红娟火锅店前， 正在排
队购买麻辣香锅的消费者吴女士说：“我
在直播里看过对他家后厨的检查， 干干
净净的，特别让人放心。”据了解，今年以
来，为了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来安县
市场监管局通过 4 次直播检查餐饮后厨
的方式，让近 15 万名消费者在线观看小
餐饮加工现场，增加了消费者的安全感。

我省自 2017 年以来，围绕“安全、质
量、价格、服务、维权”五个方面开展放心消
费创建，认定示范单位发挥引领作用，越来

越多生产经营者积极参与到创建工作中。
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消保委为

充分发挥示范门店引领带动作用，以“一
家店带动一条街”为目标，开展安徽省放
心消费示范街区培育创建活动， 引导和
督促经营者履行消费维权社会责任，现
有 31 家线下实体店开展无理由退换货
承诺，桐城居然之家购物中心践行“启动
百万基金先行赔付”，先行赔付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据了解，自 2019 年 5 月沪苏浙皖在
芜湖签署“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方案以
来，我省围绕“建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放
心消费目的地、 品质消费首选地” 的目
标，纵深推进 “放心消费 ”建设 ，截至目
前，我省在 12 个重点行业领域发展参创
经营户 7.48 万户，认定省级放心消费示
范单位 185 户、市级 1836 户、县级 1.64
万户， 放心消费创建进乡村活动覆盖全
省 80%以上的行政村（社区）。

▲ 近日，在淮北市濉溪县四铺镇
“芹菜基地”，农民将采收的芹菜装
车外运。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为应对寒潮影响，连日来，全省各地积极加大
本地叶菜供应量， 以满足市民购买平价蔬菜的需
求，确保让市民吃上新鲜菜、安全菜、放心菜。

稳市场保供应

荨 12 月 1 日，在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
诺伊有机农业公司， 当地农户正分拣包装
蔬菜。 本报通讯员 许庆勇 摄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齐传俊 苗竹欣

雷霆行动

强化生产环节监管

11月 19日， 桐城市市场监管局双港市场监管所
执法人员在排查进口冷链食品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
隐患时，在某商店冷库中发现已拆封的进口冷冻猪耳
片，经营者程先生现场不能提供该批次产品的检验报
告等合格证明， 经过现场称重， 涉案冷冻食品 10公
斤，执法人员按照程序，对其现场封存。 目前，双港市
场监管所已立案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这是
桐城市开展食品安全“雷霆行动”首个案例。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印发通知， 部署自今年
11月中旬至 12月底，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食品安
全“雷霆行动”，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面排查
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的隐患漏洞，强力整治食品安全突
出问题，确保全省 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食品安全。

桐城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陈青告诉记者， 在专项
行动中，桐城市市场监管局按照“所队合一、上下联
动、整体推动”的工作思路，迅速召开专题会议传达
贯彻落实，结合工作实际，细化完善方案，明确任务
分工，对全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采取“翻箱倒柜”式
监督检查。坚决对食品安全事件‘零容忍’查处，突出
生产、销售、消费全链条监管。

“这些猪肉没有检疫合格验讫章，涉嫌为未经检
疫的猪肉，我们将依法进行扣押。 ”在来安县市场监
管局水口市场监管所猪肉市场专项整治突击检查
中，执法人员对涉嫌未经检疫的猪肉进行查处。为了
强化辖区生鲜猪肉市场监管，入冬以来，来安县不间
断地开展猪肉市场专项检查，保障猪肉供应安全。

在水口市场监管所的一次检查中， 执法人员发
现万某某所售卖的猪肉中， 有一部分没有检疫合格
验讫章，经查，万某某趁着年底猪肉市场需求旺盛的
机会，先后购买十多头生猪，自行宰杀后，混入经过
检疫的猪肉一并售卖， 执法人员当场扣押了未经检
疫的猪肉，并将案件移送至公安局进行进一步侦办。

今年以来， 来安县市场监管局全面推行机关业
务股室和基层监管所“全员办案”执法模式，紧抓时
间节点，陆续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民生领域案件
查办铁拳行动、食品安全“雷霆行动”等专项执法行
动， 截至目前， 来安县市场监管局共办理各类案件
651 件，案值 220.5 万元，罚没款达 452.62 万元。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 “雷霆行
动”采取各地自查、交叉互查、明查暗访等方式，全面
排查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食品安全隐患， 强化食
品生产环节监管， 解决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不落
实、 质量管控不到位等问题， 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
子，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完善一批制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