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指南 2017.10 13

谱写消费者教育新华章

□ 本刊记者 王向龙/文 部分图片摄影：李鹏

——消费品质量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乡镇”活动综述

秋高气爽，北京迎来了一年中最宜

人的季节。10月12日，2017年消费品质量

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乡镇”消费

者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通州区永

乐店镇举办。当京津冀三地质检两局的

代表挥动着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

动的旗帜、当10位永乐店镇的居民手捧

“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员”的

聘书，当永乐店镇镇长郑重地接过质检

总局总检验师张际文颁授的“乡镇消费

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牌匾……已

经连续成功举办两年的消费品质量安全

“三进”活动，又踏上了新征程。

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动，是

质检总局主办的一项全国性、公益性的

消费品质量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也是一

项全国性的群众性质量活动。自2015年

开始举办以来，每年持续开展3个月，

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消费品质量

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打造了一支消费

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员队伍，推出

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宣传手

册，举办了一系列主题研讨和检验检测

惠民活动，使“质量强国”、“质量第

一”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人关心

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人享受质量”

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形成。

2015年，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

活动主题为“关注质量安全，科学理性消

费”，启动仪式走进社区，在北京朝阳区

龙祥嘉园社区举办；2016年，消费品质量

安全“三进”活动主题为“关注消费品质

量，关爱你我他安全”，启动仪式走进学

校，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举办；今年

是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动连续开展

的第三年，主题为“提升产品质量，缔造

品质生活”，启动仪式走进乡镇，在通州

区永乐店镇举办。

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动的办公

室设在质检总局主管的联络各方力量、推

进我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事业发展的社团组

织——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今年

的活动启动仪式上，促进会理事长张沁荣

在讲话中指出，尽管每年的主题有侧重、

举办启动仪式的地点有不同，但消费品质

量安全“三进”活动的初心不变、主旨不

改，就是要搭建消费者、生产企业、质检

机构、行业协会、基层组织、政府监管部

门之间的沟通互动平台，面向社区居民、

乡镇居民和在校学生普及消费品质量安全

知识，激发公众消费品质量安全意识，引

导科学消费、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发挥

质检技术优势，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检验

检测服务和质量信息服务；探索发挥基层

组织作用，逐步在社区、学校、乡镇（包

括医院）建立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

测点，推进消费品质量安全社会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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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知识普及的崭新样本
   

“我想测测眼镜度数准不准，总

感觉带着有点晕。”“我这个蜜蜡挂件

是真的吗？”“我们搬了几次家，一直

都用日上的产品，请问你们现在有没有

用指纹识别的安全门？”……在龙翔社

区，前来咨询与检测的社区居民围了里

三层外三层。

“我家的电视总是闪，黑屏，是

什么原因？”“买空气净化器要怎么挑

选？”……来自永乐店镇的居民们一边

领取着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资

料，一边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围着质检工

作人员不断询问。

“台灯是很多同学学习时的助手，

使用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很多同学

是民乐班的，会用到乐器，大家还记得

乐器该怎样存放吗？”……在观看完10

分钟学生用品消费知识动画短片后，海

淀区民族小学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抢答

着有关日常消费提问。

这样的场景在消费品质量安全“三

进”活动中已为常态。

据不完全统计，2015～2016年，

全国各地质检系统与社区居委会、乡镇

政府、教育部门联合，组织技术机构、

相关企业深入社区、乡镇、学校，通过

现场咨询、发放资料、实物对比展示、

播放消费品科学消费短视频等形式，广

泛、深入地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宣

传，共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的3269个社区、学校和乡镇举办消费品

质量安全知识现场宣传活动4198场次，

发放宣传资料200多万份，受众数百万人

次——

2015年，广西质监局组织监管人员

和质检技术专家到社区、学校、乡镇开

展消费品质量安全教育活动，发放消费

品质量安全知识手册、宣传画和其他宣

传资料2.54万份。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下

属各县局活动各具特色，如宝坻市场监

管局在活动现场设立了咨询服务台、检

测台、举报投诉台，向消费者宣讲产品

质量、计量、特种设备方面的相关法律

法规，并免费检测家庭用血压计、人体

秤，受理举报投诉，他们还走进海滨小

学，教学生们如何看懂产品标识、如何

识别“三无”食品等基本常识。	

永乐店镇居民领取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手册。

居民向专家了解酒类辨假知识。

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动旗帜猎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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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湖南省质监局组织质检、

纤检、计量、特设等技术机构的专业技

术人员组成志愿者服务队，深入乡镇为

居民发放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手册，围

绕家用电器、建材、食品相关产品、电

子产品、纺织服装、质量鉴定6个主题

开展现场咨询等惠民服务。上海市质监

局在“三进”基础上拓展活动范围，开

展了消费品质量安全“五进”活动——

进厂区、进园区、进商区、进社区、进

校区。在进厂区活动中，他们组织技术

机构走进消费品生产企业，通过标准宣

贯、技术培训、质量分析提升、计量能

力提升、产品检测等，帮助企业解决生

产中遇到的质量问题；在进社区活动

中，他们组织开展了多场消费品质量体

验周活动，组织有代表性的消费品生产

企业直接面向消费者开展消费品质量体

验活动，宣讲产品选购常识。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进口

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所以，宣传

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也是消费品质

量安全“三进”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口电饭锅也不是全都好，

也得精挑细选！”在珠海香洲区园林

社区，居民们看着现场展示的实物样

本，嘴里不停地念叨，“还有手机充

电器，以前真不知道有这些门道。”

质检人员将检测不合格的小家电、儿

童服装、玩具等20多件样品带到社

区，供消费者观摩学习，向消费者普

及进口家电标识、进口玩具和婴幼儿

服装等真假辨识的方法。

深圳检验检疫局专门为2500多名

学生开办了“国门生物安全知多少”、

“进口食品精挑细选”、“你认识塑料制

品标志吗”、“与你聊聊身边的CCC认证

产品”、“关注文具安全”等课程，以生

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向学生们介绍检验检

疫知识和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

江苏检验检疫局

针对质量安全风险较

大的消费品，以及自

我保护能力较弱的老

人、儿童等人群，以

进口电器、进口日用

品、进口玩具等产品

为重点，向消费者介

绍进口产品监管体系

及进口程序，讲解质量安全知识。

此外，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

动还走进了口岸、海岛、边贸市场等场

所，向出入境口岸的人员、附近的边民以

及海岛居民宣传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

云南西双版纳检验检疫局联合西

双版纳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在西双版纳

旅游度假区曼贡综合市场开展了消费者

教育活动，向赶早市的社区居民们发放

消费品质量科普知识等宣传资料，现场

解答社区居民对消费品质量安全的相关

疑问。在西双版纳检验检疫局打洛、勐

龙等办事处，工作人员结合日常口岸对

人、货、交通工具的查验监管工作，主

动向出入境口岸的人员、附近的边民宣

传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

珠海万山检验检疫局深入辖区内的

各个海岛，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接受咨

询、实物对比展示、播放视频资料等方

海淀民族小学学生抢答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问题。

天津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向中学生们讲解动植物与食品检测知识。

5位永乐店镇村民代表各自所在村委会领取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系列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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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海岛居民宣传消费品质量安全知

识，解答他们的日常消费疑问。

……

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动以多

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每年连续3个月

时间，统一在全国范围内集中举办，形

成了具有一定声势、多方联动互动的群

众性质量活动，创造了消费者教育的新

模式。

风险信息采集的创新举措
在有条件的社区、学校、乡镇设

立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是

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动的一个特

色，也是质检系统创新产品质量监管方

式的一个重要举措。	

2015～2016年，全国已逐步建立

起1519个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

点，聘请了社区居民、学校师生、企业

一线职工在内的广大消费者作为消费品

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员，拓展了消费

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的采集渠道。

2015年——

江苏省共在全省设立87个监测点，

在社区政务中心开展消费品满意度调

查、消费品使用体验调查等，收集消费

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并将在消费品及

工业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的质

量安全风险信息推送给社区；

河北省在设立的39个监测点开展消

费品满意度调查和消费品使用体验问卷

调查，采集到88条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

信息；

福建省各级质监部门共设立12个消

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聘请15名

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员，向监测

点推送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50条；

广东省在揭阳、增城、汕尾、新

会、从化和茂名等较成熟的社区、学

校、乡镇设立了6个消费品质量安全风

险信息监测点，通过监测点向消费者

发放消费品质量安全调查问卷，了解

市民对消费品质量安全的总体评价和

风险担忧；

云南检验检疫局下属西双版纳检验

检疫局与西双版纳州质监局联合，逐步

建立、共享一批信息监测点，为消费者

提供检验检测服务和质量信息服务。

2016年——

上海市建立风险信息监测点910个，

覆盖全市各区消费维权联络点、社区居

委会等，通过监测信息系统采集产品伤

害与缺陷产品信息，及时将监督抽查结

果、消费品缺陷召回公告通过监测信息

系统发布，开展缺陷调查32起，实施召

回27起，涉及消费品数量415409件；

吉林在2015年的基础上，调整聘请

了100余名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

员，同时进一步整合建立了消费品质量

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45个；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在全市范围内

新建18个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

点，并选择了数十名热心公益事业、关

心消费品质量安全并具备一定文化程度

的消费者，补充进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

信息监测员队伍；

湖南省质监局共确立消费品质量安

质检总局总检验师张际文向永乐店镇颁发“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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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风险信息监测点31个；

北京、广西、山东等省市完善、新

建了本区域内的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

息监测点，并依托监测点和监测员，开

展了国产及进境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

息检测，同时定期向社区消费者推送消

费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

……

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的

逐步建立和完善，搭建起一条质检部门

与社区、学校、乡镇之间的消费品质量

安全风险信息快速通道，能够对消费品

潜在的质量安全风险和问题早发现、早

预警、早处置，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消费

品质量安全隐患。

质量安全检验的惠民服务
“您给看看，我这个包是真皮的

吗？”“皮革分为头层皮和二层皮，您

这个皮包是二层皮的，不过皮质还不

错。”国家纺织及皮革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的专家告诉消费者。

“买家具时一定让商家在发票上写明

用料材质，以便维权有据。”国家家具及

室内环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专家叮嘱消

费者，“索看产品质检报告非常必要。”

“一些产品会虚标配置，买的时候

要仔细查看。”国家电子计算机质检中

心的专家提醒前来咨询的学生们。

“首先从包装上看，真品白酒包装

印刷精致，颜色协调。再把酒瓶慢慢倒过

来，里面没有杂质……”国家食品质检中

心的专家一边演示，一边认真地讲解。

在社区、在校园、在乡镇，消费品

质量安全“三进”活动通过多种方式组织

开展现场免费检验检测服务，两年间全

国质检系统1000多家检验监测机构参与其

中，在质检机构与社区、学校、乡镇之间

建立起了质量安全检验“绿色通道”，为

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惠民服务——

“您家的热水器早就过了使用期

限，继续使用有危险隐患。”“电热水

器要有单独开关的插座，还要定期检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向消费者介绍酒类产品消费知识。

手捧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员聘书的居民高兴地合影留念。

上海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热情解答消费
疑难。

天津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在机场进行消费品
质量安全知识和出入境特殊物品政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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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2016年，在贵州的一些较老的住

宅、出租房和学生宿舍里，质检人员上门

入户对电热水器安装使用环节开展免费检

测，并向居民宣传电热水器消费及安全

知识。所进的30户老旧住宅是通过网站和

直接发放征集通知书方式向社会公开征

集的。贵州省还组织了16家检测机构进社

区、进校园、进乡镇，为消费者开展现场

消费咨询、免费检测等服务。社区居民刘

大姐高兴地说：“现在购物渠道、商品种

类比以前多了好多，但有些产品质量不好

分辨，通过检测我知道了，‘三无’产品

没有任何质量保障，家电产品也不是不坏

就能一直用。”

2015年，江苏省开展检验服务活动

133次，各县市质检部门结合自身业务

专长，检测范围各有侧重：无锡市质监

局联合市质检中心对人造板材、复合地

板、天然石材、陶瓷砖开展免费检测；

扬州市质监局组织市质检所、市眼镜质

量监督检验站对黄金珠宝、验配眼镜进

行免费检测；淮安市质监局组织童装检

测小分队进入商场，为市民开展纺织品

服装免费检测；苏州市质监局为300户家

庭提供免费室内空气甲醛检测。辽宁检

验检疫局联合铁岭市质量技术监督、食

药监等部门，在铁岭市大商新玛特购物

中心设立服务点，为企业、群众提供食

品农产品、化肥农资、验配眼镜、民用

三表、医疗器械等免费检验检测服务。

广西、湖南、黑龙江、新疆、河北、安

徽、吉林、贵州、河南、山西等地质检

两局现场免费检测活动也均受到消费者

的广泛欢迎。

2016年，河北省组织48家技术机构

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活动109场

次，向消费者提供了免费检验检测、消

费咨询、产品真假鉴别等惠民服务。江

苏开展检校互动等活动，邀请无锡中学

和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代表参

观进出口商品公共服务平台实验室，聆

听“食品安全”、“家电安全”和“汽

车安全”等方面科普知识的讲解，与现

场的检测工程师们进行了一系列科普互

动。广东省针对纺织服装、儿童玩具、

儿童安全座椅及与食品接触电器等多种

消费者较为关注的日用消费品，组织59

家技术机构开展了89次现场检验服务活

动。广州市还特别邀请了140余名高校师

生与普通消费者参观技术机构、现场咨

询或检测产品；江门开展了“开学季”

文具免费检测及选购指导活动，为小学

新生免费检测各种文具。

……

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动中，

全国各地持续开展的大范围的消费品质量

免费检测活动，不但让广大消费者增长了

产品选购与辨别真伪的知识，更切切实实

地感受到了实惠便利的检测服务。

质检专家为消费者检测珠宝产品。

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理事长张沁荣（右一）、质检总局总检验师张际文（右二）、
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许新建（右三）与国家食品质检中心专家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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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社会共治的有益尝试
促进消费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

高，既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也需要

社会共治。前不久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

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

与”的质量工作格局。这其中，广大消

费者的作用十分重要。

消费者是质量提升工作的受益者，

也是质量提升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建设

者和推动者。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

活动由质检部门主导、联合与调动了社

会有关各方尤其是广大消费者的积极参

与，有效推动了质量共治格局的形成。

每年的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

活动，全国质检两局都既分工明确、

又各有侧重地组织开展，同时又十分

注重联合有关各方一起参与。比如，

20 1 5年，黑龙江检验检疫局除面向

广大社区居民、乡镇居民和在校学生

普及消费品质量安全和国门食品安全

等知识外，还组织各口岸分支机构联

合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在中俄互市贸

易区进境食品检疫查验区和口岸现场

开展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活

动。2016年，广东质检部门联合当地

教育局、打假办等共同开展活动。海

南质检部门与当地教育、旅游、市场

监管等部门一起，制作了进口卫生用

品安全知识、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进

口服装和玩具质量安全知识等方面的

宣传物，在各大商场、社区、乡镇、

学校宣传与发放，积极营造消费品质

量安全“政府重视、企业追求、人人

关注”的良好氛围。

在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动

中，各地质检部门还广泛组织开展了消

费品质量安全监管研讨活动。围绕“社

区、乡镇消费者如何参与消费品质量安

全监管，实现质量共治”等问题，动员

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引导有关各方尤其

是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其中，“零距

离”倾听消费者的呼声和建议，积极为

消费品安全监管工作建言献策。仅2016

年，各地就举办“激发质量安全意识，

推进质量社会共治”主题研讨会321场

次。其中，河北省举办研讨会37次，参

与人数905人次，征集到意见和建议199

条；江西省邀请100多名企业代表、消费

者代表进行了质量安全监管研讨；吉林

举办消费品质量共治研讨会41次，征集

意见和建议共67条；山东检验检疫系统

累计举办消费品质量安全治理研讨会16

次，收集到意见和建议38条。

此外，每年的消费品质量安全“三

进”活动，都有针对性地开展消费品质

量满意度调查，倾听重点消费品的真实

消费体验与评价，为今后的质量安全监

管提供借鉴。

3年来，消费品质量安全“三进”活

动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形

式以及实实在在的效果，不断引导公众

参与到质量共治中来。消费品质量安全

“三进”活动正逐渐成为一个由质检系

统主导、各方积极参与、具有良好美誉

度的消费者教育公益品牌。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消费品质量

安全“三进”活动更加深入的开展，会

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受益并积极地参与

进来，一起推动我国消费品质量提升，

一起推动我国迈向质量时代！

“请您认准这个标志，买我们的产品。”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告诉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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