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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近日，笔者在南昌市一家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看到，这里除
了有基本的日间照料服务，还创新性地设置了花卉绿植坊、手工
制作室、烘焙训练室、爱心农场等。残疾人学员在培训后，亲手制
作的产品进行义卖，获得一定的收入。新的创业就业渠道，让残
疾人学员不断掌握生活技能，重拾生活信心。

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对于残疾人的帮扶方式已经越来越
多元化。近年来，社会上涌现了不少“无声餐厅”“无声骑手”等专
门为残疾人提供的就业岗位，他们也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获得了社
会的肯定。

自助者他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不断提升自我，最终赢得
了他人的尊重。同时，得益于各级政府和爱心人士的支持，残
疾人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生活补助、托养服务、就业
培训……都赋予了他们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

不可否认，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对残疾人抱有歧视的目光，
残疾人就业创业的范围也不够广泛，仅凭义卖和爱心岗位扶持，
无法惠及更多残疾人。如今我省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这
无疑给了残疾人新的就业方向。网络零售、直播带货、物流快递、
音频主播……这些新兴业态以其少跑腿、适应快等特点，打破了
传统就业的时间和地点的局限性，将让残疾人就业更加稳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笔者希望，相关部门能充分抓住
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为残疾人创造更多有针对性的培训，并不断
完善他们的基本保障，更好地形成残疾人友好社会。

陈 璋

义诊志愿服务走进社区

“阿姨，您哪不舒服？”“大姐，把胳膊放平。”近日上午，民盟

南昌市新建区支部联合区侨联、区妇联、区红十字会走进南昌

市新建区长堎镇文教路社区，开展“学习雷锋见行动·服务社会

树新风”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志愿者们为社区群众带去了

健康讲座、《家庭教育促进法》读本宣传和总

价值 2600 元的慰问品。志愿者胡淑清、张

霞芸、余红岗发挥医务工作者的专业特长，

为居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正骨按摩等义

诊服务。

熊昀玥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志愿者向居民传授急救知识志愿者向居民传授急救知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摄

近日，南昌小蓝经开区金湖管理处柏林村的村民向江西新

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现在不出村，就可以办理营

业执照。

“现在村里不仅可以办理电动车上牌、医保、社保服务，还

可以办理营业执照，真是太方便了！”村民罗女士来到柏林村委

会，打算给自己开的小吃店办营业执照，由于识字不多，在填写

申请表时把她难住了。村委会的工作

人员很快帮她解决了问题，“带好身份

证，起个店名，签了承诺书，在村委会就

把营业执照给办好了。”

据了解，这是金湖管理处柏林村推

出的个体工商户“口述申请”便民登记

新举措。

村里就能办好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足不出村就能办理营业执照足不出村就能办理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邹晓华邹晓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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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乱涨价乱收费说“不”

3 月 12 日，丰城市上塘镇田西村村

民龚文勇四处打探商砼（预拌混凝土）

的价格，得知其价格约 420 元/方，心里

乐开了花。龚文勇一直想在老家盖房

子，但近几年，丰城商砼的价格从每方

360 元 涨 到 了 520 元,让 他 打 起 了 退 堂

鼓。如今，商砼价格日趋正常，龚文勇

算了算，能省下约 1 万元的建房成本。

他对记者说，商砼价格回落与一起“天

价罚单”案有很大关系。

去年，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

民生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

的突出问题，部署开展了“铁拳行动”。

去年 8 月 25 日，该局对丰城市预拌混凝

土协会及其会员企业垄断协议一案作

出行政处罚，对 9 名当事人合计罚没约

2.86 亿元。同时，该局还建议丰城市民

政局依法撤销丰城市预拌混凝土协会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市监部门为何开出高达 2.86亿元罚

单？丰城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原

本，消费者可任意选择符合资质的公司

购买商砼，相关公司通过质量、价格等

公平竞争获得交易机会，但丰城市预拌

混凝土协会要求消费者到指定的 8 家协

会会员企业购买。“仅 2017 年期间，该协

会就先后 5 次涨价。”丰城一家未加入协

会的商砼公司负责人直言不讳，上述协

会通过共同固定商砼价格、限制商砼生

产数量、分割销售市场、联合抵制交易，

让未参与“结盟”的商砼企业失去了生存

空间，催逼了商砼价格上涨，令当地企业

和居民怨声载道。

记者了解到，这是迄今全国建材领

域垄断案中金额最大的案件，并被国家

发改委作为典型在全国通报。此案对外

通报后，迅速产生了蝴蝶效应，全省许多

市、县、区的商砼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

落，市监部门“查办一案、警示一片、震慑

几年”的社会效果初显。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

副局长严有生介绍，自开展“铁拳行动”

以来，全省各级市监部门克服重重困难，

啃下了萍乡市燃气公司违规收费、吉安

市第一人民医院违规收取医疗服务费等

一大批典型大案要案，共查办了 12677起

民生领域案件，交出了令群众满意的民

生答卷。

治理手机软件过度索权

在市监部门重拳整治和规范市场的

同时，检察部门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新消费领域，寻求创

新突破。

手机下载地图导航类软件，要获取

通讯录和短信权限；打开视听类软件，位

置信息会被频繁扫描；一不小心触碰到

某个图标，麦克风权限被打开，随之而来

是营销广告、垃圾信息……南昌市检察

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刘龙军注意到，

在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普及的今

天，手机软件过度索权、超范围收

集个人信息等问题，是消费者维

权 的 痛 点难点。尤其是去

年 11月 1日《个人信

息 保 护 法》

正式实施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成为消费

者“急难愁盼”的主要问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对于如何拧紧个

人信息的“安全阀”，许多消费者表示很

无奈。“不同意获取位置和手机通讯录，

就无法使用该软件。”消费者张亮称，这

有悖自愿平等、公平交易原则和诚实信

用原则；王女士则担心，很多互联网企业

在数据安全方面意识较差，一旦出现数

据泄露，这些信息往往会为电信诈骗、敲

诈勒索、恶意注册等违法行为提供“精确

制导”。

面对上述问题，由于没有经验可循，

刘龙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功夫不负

有心人，经多方了解，刘龙军想到了以单

位名义委托专业检测公司，并在人民监

督员及公证人员的见证下，对“贪玩蓝

月”“地宝网”“洪城乐骑行”“江教在线”

“南昌市不动产登记服务平台”等多款手

机软件进行了详细检测，发现以下问题：

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

和范围；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提供的服务无

关的个人信息；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

人信息等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

立案之后，该检察院分别向市公安

局、市网信办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两个行

政机关依法对上述多款手机软件运营主

体发现的 25 个问题逐一进行对照、整改

及优化等工作，并建议有关部门立足职

能加强监管。刘龙军称，涉案软件按要

求整改后，检察院再次委托专业检测公

司复测，结果完全符合要求。去年，该案

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

讼典型案例。

对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

部主任胡燕分析，南昌市检察院的有益

尝试，为办理类似案件提供了范本——

检察机关借助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法获

取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证据，并充

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采取“听证+
磋商”的工作模式，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履

职，共同保护好消费者个人信息。

据胡燕介绍，自《个人信息保护法》

实施以来，全省检察机关通过督促行政

机关依法履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等方

式办案 66 件，营造了更加公平和安全的

消费环境。

“先行赔付”让游客畅游

消费者敢不敢消费，看的是消费环

境好不好、放心不放心；愿不愿维权，看

的则是维权成本低不低、方便不方便。

不久前，几名游客来到萍乡武功山

脚下的万龙山乡君澜温泉酒店度假，不

小心发生了受伤事件。当地政府部门送

医救援、垫付费用，酒店为游客免去了一

切食宿费，还赠送了几张温泉券。伤愈

出院的游客赞叹：“这里服务太好了，我

们还要组团来武功山。”万龙山乡党委书

记肖友许表示，只要游客在辖区购物时

遇到假冒伪劣、碰到短斤少两、遭到强买

强卖等情况，一律实行无理由退赔，真正

做到让游客在武功山安心游、放心购。

高效的退赔服务得益于背后完善的

退赔机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

理处处长全辉安表示，经过两年的实践

探索，江西已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先行赔

付制度省市县三级全覆盖，初步形成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五个一”，即一个退赔

中心管到底、一部实施细则定规矩、一套

维权渠道应诉求、一笔专项资金先赔付、

一支执法队伍解难题的旅游诚信退赔工

作新模式。

截至目前，全省 11 个设区市和 100
个县（市、区）、7 个管委会（局），已全部建

立了先行赔付制度，累计设立退赔资金

5000 余万元，旅游诚信退赔工作在全省

范围内取得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树立

了江西旅游消费的“金口碑”，为全省旅

游全面复苏、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

强劲动力。

“后悔权”让人大胆消费

实际上，让消费者放心又暖心的举

措，不止于旅游行业。

3 月 13 日，南昌市西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辖区开展了“放心消费创建活

动”和“线下实体店 7 日无理由退货承诺

活动”。活动中，红星美凯龙（江西 1 号

店）、财富购物广场（桃苑店）负责人主动

找到该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股长郝景宜，

与其签订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先行赔付和

线下销售 7 天无理由退货等，并称“不让

一位消费者因购物受委屈”。

记者了解到，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赋予线上 7天无理由退货政策，给消费者

带来无穷消费魅力和体验时，线下实体

店却遭遇“退货难”的尴尬境地。尤其在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与线下实体店的消费

是冰火两重天，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

呼之欲出。为此，2020 年 6 月，省消保委

率先在南昌推出“线下实体店 7日无理由

退货承诺活动”。自该活动实施以来，全

省范围共有 1198家线下实体店加入了该

活动，累计处理线下无理由退货 33.4945
万件，退货金额达2929.61万元。

如今，江西的许多商场超市均按照

省消保委出台的《关于全面开展线下实

体店 7 日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的指导意

见》，在醒目位置明示了线下无理由退货

承诺标识和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品种范

围、退货时限、退货条件、退款时限、退货

流程等，退款申请 30 分钟内审核完毕、

最长的 90天内可无理由退货。正在南昌

市红谷滩区山姆会员商店购物的李女士

道出了许多消费者心声：“心里暖暖的，

既给消费者吃了定心丸，让我们放心大

胆消费，又树立起了商超卖场的品牌诚

信形象，很容易赢得回头客。”

受访时，省消保委副主任、秘书长辜

志明还介绍，在放心消费创建方面，全省

已有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2764 家、放

心消费创建示范街区 35 个。同时，全省

设区市、县（市、区）共发展 4024家投诉和

解对接单位。仅 2020 年，各和解对接单

位就直接处理消费者投诉 270.91 万件，

和解成功率达 90.36%。

除此之外，省消保委在全国首先推

出“保银装”家装资金存管平台，产生了

深远影响，为破解预付式消费痼疾贡献

了“江西力量”。

相信，省消保委及其成员单位一系

列创新举措，定会让放心消费成为赣鄱

大地最靓的名片。

和风三月、春意渐浓，赣鄱大地处处生机盎然。
过去一年，全省各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协组织）咬定“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持续推进线下实体店7日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省内1198家

实体店的承诺，让消费者在线下充分享有“后悔权”，让放心消费成为江西新名片。同时，在全国首推“保银装”家装资金存管平台，为破解预付式消费痼疾贡
献江西力量。

省消保委成员单位——省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集中对手机软件违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问题进行整治，在全国产生深远影
响；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先行赔付制度省市县三级全覆盖，为全省旅游全面复苏、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铁
拳”出击，聚力查办了一大批民生领域典型“急难愁盼”案件……

消费乃民生之本，公平是实现消费者法定权益的价值基础。新的一年，又逢“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之际，希望社会各界围绕2022“共促消费公平”年
主题，携手共进、砥砺前行，让消费公平遍及更多领域、惠及更多消费者，让消费者至上理念花开赣鄱、春满大地。 （江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 朱 虹）

邮箱：307237420@qq.com
电话：0791—86849502
微信号：307237420

本报记者 付 强

市监部门正在进行执法检查市监部门正在进行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 付付 强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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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中午，宜丰县黄岗镇坳溪村

“黄岗味道”土特产手工作坊门口，一辆汽

车缓缓停下。吴文华和另外两人将打包

好的茄子干、红萝卜干等搬进汽车后备

厢。“又卖了 25 公斤，赚了近千元。在家

里工作，赚钱生活两不误，感谢镇里为我

们创造好的工作机会。”吴文华笑着说。

点茶，是宜丰县特有的饮食文化。春

笋、茄子、杨梅、冬瓜等蔬菜水果，经过加

工制作，便成了酸甜可口的点茶产品。近

两 年 ，黄 岗 镇 政 府 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

中，全力打造镇域农特产品品牌“黄岗味

道”，成立由政府主导运营的百姓农业有限

公司，吸纳一批农村妇女组建“红围裙”巾

帼合作社，专门生产制作点茶产品，直接带

动110多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吴文华笑着说，她从小就跟着家人学习

制作点茶，以前也到县城摆过摊，运气好一天

赚几十块钱，运气不好甚至空手而归。去年，

镇政府主动联系吴文华，希望收购各种点茶

产品，她便邀上另外两人一起干。

吴文华说，加入“红围裙”巾帼合作社

以来，产品销量不用愁，闲的时候做家务，

“比去外地打工强多了。”

李细珠也是黄岗村一名“红围裙”，在

她家里，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不同的点茶产

品。凭借几十年积累的独特手艺，她的产

品经过镇政府直播，广受欢迎。

除了向农户收购，黄岗镇政府还充分

利用现有的种植基地资源，请“红围裙”到

车间务工。去年 10 月，镇里有大批生姜

需要加工，便请李细珠等 7 人来到车间，

每 人 每 天 100 多 元 ，工 作 了 两 周 。 冰 糖

姜、豆豉姜、红糖老姜……各具特色的产

品很快被摆上了直播货架。

黄岗镇党委书记李国样加入直播带

货队伍已有一年，他告诉记者，以前点茶

只是农户自产自销的小吃，没有规模，缺

乏品牌。通过成立公司，网上直播推广

“黄岗味道”品牌，充分整合了全镇农业资

源，形成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的

产业链，有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更重要

的是，通过组建“红围裙”巾帼合作社，镇

里闲置的妇女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她们既可以在家接订单，又可以到

车间务工，就业方式非常灵活。”李国样介

绍，去年，镇政府用于采购“红围裙”点茶

产品的资金达 360 万元，平均每名农户收

入 3 万多元。“我们还计划建设两个标准

厂房，进一步打造‘黄岗味道’点茶产品，

带动更多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点茶手艺“点”亮创业就业路
宜丰县黄岗镇打造“红围裙”巾帼合作社帮扶农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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