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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央視3月15日晚會再次聚焦事
關國計民生的焦點話題，包括 「蘋果」 、
「周大生」 等國外與內地的知名品牌蔑視
中國法律及消費者的惡行再次遭央視一一
揭露，而有些問題多年未得到解決也讓人
感到痛心。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五日電】

深圳三工程 涉海沙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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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五日電】深圳市使用海
沙作為混凝土原料早已有之。此前，深圳市鹿丹村福
利房因大量使用海沙，致使房屋存在嚴重質量問題。
近期，深圳市已啟動對鹿丹村的拆除重建工作。

鹿丹村建於上個世紀80年代，是深圳市大型住宅
小區。據了解，深圳老舊建築使用海沙的情況 「相當
普遍」，目前已進入問題高發期，深圳大學最早期的
學生宿舍因建築成本較低，部分建築使用的是海沙。

海沙含有氯離子，短期會使牆面滲出白色的痕漬
，長期則會加速腐蝕鋼筋，造成混凝土塊剝落，嚴重
損害房屋的結構。

據悉，早期建築的用沙標準中，對氯離子含量沒
有作要求。雖然後來國家針對用沙中的氯離子含量提

出了一系列標準，但海沙氯離子含量檢驗在國家規範
和實施過程中並非強制，監管部門只是對攪拌站、工
地有懷疑的地方抽檢樣品或者抽芯來確定氯離子是否
超標。在實際檢測操作過程中，海沙氯離子在國家工
程驗收標準中，並不強制性進行檢測。

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節能科技與建材處副處長祖
黎虹表示，隨國家環保政策越來越嚴格，對河沙開
採限制也越來越嚴，以前深圳主要靠東江、西江供應
市場，由於深圳市場對沙子需求量也越來越大，而且
周邊城市建設需求量越來越大，2008年10月後，東江
、西江也限制開採，河沙供應不能滿足需求，一些不
良建築商轉向海沙。僅2012年，深圳的監管部門就查
處了7家不合格攪拌站。

深圳舊樓多用海沙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五日電】深圳近日曝光
大量 「海沙危樓」，備受各界關注。深圳市住房和建
設局今天召開新聞發布會，稱通過連夜突查抽檢全市
攪拌廠，其中建築用沙不合格率為9.7%，涉及15家企
業，涉事企業已被勒令停業整頓。據了解，包括港資
背景的華潤集團下屬企業等四家公司將被追究責任。
對於已使用不合格產品的建築，將抽芯檢驗並進行技
術補救處理。

深圳市住建局副局長胡建文透露，住建部門將對
深圳使用海沙情況進行全面評估，對於嚴重超標、影
響結構安全的，當局將採取相應技術措施和行政措施
。現時深圳正手編制海沙樓排查的技術指南。

另一方面，深圳市住建局正與法制辦組織起草一
個房屋安全條例，該條例將規範建築物在五十至七十
年的整個 「生命周期」內，必須定期體檢。

華潤等四企被勒令停業
不過，對於人們最關心的十五家涉事企業名單、

產品主要使用商及產品流向等，住建部門均拒絕透露
。至於媒體曝光的四家攪拌站，目前已被責令停業，
它們分別是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深圳市東大
洋建材有限公司、華潤文偉混凝土有限公司、港創建
材有限公司。涉嫌流入不合格建築用沙的工地包括嘉
逸豪苑，大沖城巿更新項目，平安金融大廈。針對這
三個建築項目，住建局要求其停工整頓，並決定採取
調查、核實、取證、抽芯檢驗等方法，追究主體責任
；至於十五家涉事企業，除被勒令停業整頓外，當局
亦已封存其供貨單，並將進一步追蹤其產品流向。

深圳市建設工程質量監督總站站長高泉表示，深
圳建築市場使用海沙客觀存在，但不代表最終的預拌
混凝土氯離子一定超標。海沙經過淡化處理後，是可
以使用的。

深圳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教授韓寧旭在發布會上表
示，海沙之所以對建築物產生危害，是因為其中所含
氯離子可能銹蝕鋼筋，但最重要是看看最後拌成的混
凝土的氯離子含量。他指出，組成混凝土的各種物質
中也含有氯離子，混凝土中的氯離子不一定由沙子而
來，也就是說，即使沙子氯離子含量超標，製成混凝
土後總體含量也可能達標。

政府否認是責任主體
關於建築過程中對材料使用的各參建不同主體職

責是如何分工承責的，深圳市建設工程質量監督總站
站長高泉表示，工程建設分六方責任主體，即建設單
位、勘查單位、設計單位、施工單位和監理單位，以
及後來增加的檢測單位。一旦工程出了問題，相應法

律法規都有對責任主體具體追責。他強調，政府不是
房屋質量責任主體，政府委託的管理部門和質監機構
也不是責任主體。但他強調， 「如果發現政府管理人
員或者監管人員在工作過程當中沒有按規定履行職責
，犯有瀆職失職是可以追究責任。如果我們有責任，
絕不推託。」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十五日電】近年來旅遊業服務質
量問題時有發生，市民對 「品質旅遊」的需求越來越強烈，
廣東年內將率先出台地方標準《 「品質旅遊」線路評定規範
》，通過打造品質旅遊保障消費者權益，屆時旅行社的產品
質量、服務品質都有據可依，市面上各種低價港澳遊或將被
取締。

以最受廣東市民歡迎的短途遊線路──香港遊為例，近
年來香港遊市場的不規範競爭越演越烈，零負團費、全國各
地散拼、服務質量低端等現象比比皆是，讓不少消費者對參
團遊香港逐漸信心不足，加上香港毗鄰廣東，越來越多的內
地遊客選擇自由行，香港遊成團組團的比率有所下降。

廣東中旅台港澳中心經理嚴衛萍認為，以前旅行社都是
根據各自經驗來制訂品質線路，一旦有了標準指引，旅行社
的線路設計將更加完善。

嚴衛萍還指出，雖然標準的細則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
標準出台後遊客將更加明白消費，低價線路的生存空間將越
來越少，遊客的權益也得到更好保障。

粵品質遊標準年內出台

3月15日，福建省古田縣工商、
質檢和紀檢監察等部門在一處銀耳種

植點進行檢查。當日，古田縣工商、質檢和紀檢監察等相關
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古田縣多個銀耳生產、加工和經銷
點進行巡查，杜絕轄區內採用熏磺銀耳這一有毒工藝進行的
生產活動。 新華社

加強抽檢

3月15日，一名市民（右
）在現場諮詢上海出入境檢驗

檢疫局的工作人員。當日，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上海質檢等部門聯合舉辦 「3．15」維權宣傳活動。
現場工作人員向市民發放維權手冊，講解消費維權、
識假辨假等知識，並接受市民現場諮詢。 新華社

教育民眾

又到 「3．15」消費
者權益日。在中國，每
年三月份總會成為各大
商家頗感緊張、工商部

門忙前忙後、媒體記者頻頻亮相的 「打假時間」
，而對於中國廣大的消費者來說，這段時間還真
有些成為 「上帝」的感覺。

「找他們處理，他們先是把我推給蘋果的售
後，後來又說因為我個人原因導致手機受潮，不
在保修範圍。」家住河南鄭州的李磊年後在某手
機銷售店買了一部iPhone5手機，但用了不到一
個月手機就出現了花屏的現象。 「前天通知我可
以為我免費修理，就是怕這段時間出問題唄。」
面對各方對消費者權益日高度關注，不少商家選
擇在三月份 「好好表現」，武漢一家影院甚至推
出在 「3．15」當天，觀眾對影片不滿意可全額
退款。

不能只在 「節點」 忙乎
近年來，中國各級政府和部門不斷加大對於

侵權和假冒偽劣的打擊力度。2012年，中國行政
執法部門共查處侵權和製售假冒偽劣商品案件32
萬餘件，涉案金額88.9億元。

雖然 「打假」和 「維權」事業開展得如火如
荼，許多專家和相關人士仍坦言，中國應當盡量
避免長久以來形成的階段性和 「運動式」的打假
和維權，不能只是在 「節點」忙乎得熱火朝天，
對於那些存在問題的企業或單位，應防止只查不
打，打而不徹底。

品牌戰略專家李光斗認為，西方發達國家之
所以很少發現大面積嚴重產品品質問題，是因為

全社會對假貨從制度上加以遏制，中國社會需要反思的是有
沒有更加有效的打假的方式，能不能從 「運動式」打假轉變
成制度打假。

「明星為企業做代言要考察企業的實力，為的是不自毀
形象。媒體為企業登廣告也應考察商品的真假，如果登出了
虛假、誇大的廣告詞，也是會影響媒體公信力的。打假不是
工商局一個部門的事，只有人人喊打，且堅持不懈，才能杜
絕假冒偽劣商品。」山東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忠武說。

（新華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五日消息︰中國銀行業協會
15日發布《2012年度中國銀行業服務改進情況報告》。報告
顯示，2012年有逾20萬家銀行網點及50萬台自助設備提供金
融服務，服務水準明顯提高，但總體上仍滯後於人們日益增
長的金融服務需求。

報告指出，2012年銀行豐富服務渠道，優化服務流程，
提升服務效率，全天候服務能力得到增強。截至2012年末，
全國銀行網點達到20.5萬家，全年新增網點4200多家；新增
自助設備10.02萬台，總數達到50.9萬台。

銀行日益注重提供個性化服務，如工行推出 「手機預約
取現服務」，農行提供 「汽車移動銀行」服務，交行推出全
國首台 「遠程智能櫃員機（iTM）」，郵儲銀行推行 「電視
銀行」等。

報告同時顯示，2012年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進一步拓展。
截至2012年末，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為
14.77萬億元，佔各項貸款餘額的21.95%，同比增長19.73%
，高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4.09個百分點。涉農信貸投放方面
，全年新增涉農貸款3.01萬億元，創新開發了300多項涉農
產品，涉農金融服務進一步深化。

不過，報告亦指出，2012年銀行服務效率與消費者預期
仍有差距，理財產品銷售存在誤導現象，電子銀行安全性及
人性化服務有待加強，客戶信息保護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本報訊】據新華網北京十五日消息︰中國消費
者協會十五日在京發布2012-2013年 「『3．15』年
度引人深思的消費事件」。其中公益訴訟寫入《民訴
法》修正案、多地出現民航乘客衝擊停機坪、蘋果售
後條款點評與查處等消費事件榜上有名。

在這些消費事件中，與消費維權有關的法律法規
集中出台成為亮點。其中包括：公益訴訟寫入《民訴

法》修正案；汽車三包規定塵埃落定；個人資訊保護
國家標準出台；網絡團購出新規；推廣節能家電產品
補貼、加大農村合作醫療保障等。另外，與消費有關
的還有港府出台奶粉限購政策等。

與消費者旅遊、出行有關的消費事件包括：小客
車高速公路免費通行與黃金周熱門景點爆滿；三亞旅
遊消費者挨宰；多地出現民航乘客衝擊停機坪事件；

春運網路搶票軟體與買票難；汽車限購限行和霧霾天
氣增多；大中城市計程車打車難等。

與消費者食品藥品消費有關的消費事件是：食品
安全任重道遠；美國扁桃仁冒充大杏仁四十年等。

在這些評出的消費事件中，已經查處的事件包
括：蘋果售後條款點評與查處；耐克公司因設產品
雙重標準被罰；三星、茅台等八家企業因壟斷受罰
等。

另外，反對餐飲浪費與飯店退訂潮、電商價格大
戰說打就打、東方家園突然倒閉等事件也進入了年度
消費事件。

20消費事件 港限奶令上榜

▲受海砂侵蝕，深圳鹿丹村社區24棟房屋出現多
處裂縫 網絡圖片

▶部分鋼筋雖然還貼在房屋上，但只要輕輕一觸
，鋼筋即應聲而斷 網絡圖片

▲部分銹蝕的鋼筋已完全外露 網絡圖片

據央視3．15晚會曝光，長期以來，蘋果手機在
中國市場實施與國外不同的售後政策，在中國宣稱
的 「以換代修」、 「整機交換」並沒有真正更換整機
，通常沿用舊手機後蓋，以逃避中國手機三包規定。

江蘇顧先生發現，蘋果售後為他 「整機更換」回
來的新手機，使用的竟然是原來的舊後蓋；同樣，山
東趙女士也發現，蘋果售後給她更換回來的新手機也
使用了原來的後蓋。

儘管中國消費者 「享受」到不換蓋待遇，但在美
國，蘋果手機的保修期是一年，在這一年中所有非人
為損壞，蘋果公司都將為消費者免費提供一台新手機
，當然也包括手機的後蓋。在英國、韓國、澳洲等國
的消費者享有同樣的權利。

值得注意到是，不但維修服務無法與國際水平看
齊，蘋果還公然違犯中國法律規定。我國《移動電話
商品修理更換退貨責任規定》第21條明確規定：換貨
後，商品三包有效期自換貨之日起重新計算。但多地
消費者反映，維修後的手機，保修期直接縮水至90天
。蘋果售後服務人員給出的解釋是 「按照蘋果規定」
。不僅是蘋果手機，蘋果的其他產品也存在 「三包」
有效期縮水問題。即使連後蓋一併更換，蘋果公司同
樣也不執行中國三包規定，新換的產品保修期最多只
延長90天。

真金難換 「真金」
隨黃金投資價值的提升，眾多中國民眾將黃金

作為重要的理財手段。這其中 「千足金」成為不少人
的首選投資標的。遺憾的是，投資者的真金卻不見得
能換回 「真金」。

千足金、三個九，這些都是我們經常在黃金銷售
商店裡看到表示黃金純度的字眼。它意味我們購買
的黃金首飾是由純度能夠達到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黃
金打造出來的。

一位內幕人士透露， 「有的黃金根本達不到
99.9%，或者是千足金，但是他們在銷售的時候會懸

掛99.9%，或千足金的標識，來賣給消費者，從中賺
取暴利。」所謂千足金，很多都沒達標，而是添加了
另一種元素，叫做 「銥」。包括周大生等諸多知名品
牌均有為黃金增加 「內銥」的貓膩。

與此同時，江淮同悅轎車為了節約成本，採用價
格相對便宜的普通鋼板代替防腐性能較好的鍍鋅板，
造成鋼板生鏽，給車主帶來極大安全隱患。更讓人憂
慮的，儘管大眾汽車配置的直接換檔變速器（DSG）
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但全國多地消費者遇到的 「生死
時速」事故給大家帶來的就不僅僅是 「壓力山大」了
。更讓消費者不能接受的是，在沒有根本解決DSG故
障的情況下，大眾汽車卻不斷地推出裝備了7檔DSG
變速器的車型。

3月15日下午，CCTV3．15媒體聯合採訪團出發
儀式在北京啟動，大公報等媒體聯合參與採訪行動，
共同追蹤3．15的新聞報道。

▲蘋果等國內外知名品牌被批評實行蔑視中國法
律及消費者的政策。圖為北京王府井的蘋果專門
店 資料圖片

小微企業貸款年增兩成

▲廣東省年內將為品質遊制訂標準。圖為市民在旅行社
諮詢報名 本報記者黃寶儀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