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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发挥12315投诉举
报数据的执法监管导向性作用，
加强对市场秩序中各类风险源的
跟踪研判， 丰台工商分局 “三步
走” 做好市场监管的风险防控与
应急处置工作。

一是投诉热点触发风险预警
机制。 通过定期归集各渠道接收
的投诉举报数据及舆情信息， 第
一时间发现问题苗头， 尤其对涉
及到安全隐患、 群访群诉、 新型
消费领域等方面的风险点， 做到
及早发现。 通过 《消费者投诉举
报风险数据预警》 的形式， 函告
业务科室及管辖工商所， 要求各
单位定期反馈处理结果， 以便跟
踪热点事件发展进度， 确保风险
事件处理妥当。 上半年发布 《风
险数据预警》 14期， 《舆情数据
预警》 2期， 发现多起群访群诉
事件苗头， 及时预警积极处置，
将风险防控落到实处。

二是信息披露保障公众知情
权。 借助信息披露工作机制， 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消费
领域热点问题进行信息公示， 减
少信息不对称， 增强消费者自我
防范消费风险的能力， 同时督促
经营者自觉履行主体责任， 主动
化解消费纠纷。 上半年， 共计进
行信息披露31次， 涉及披露主体

128户次 。 联合北京生活频道 、
北京新闻频道等媒体， 以 “以案
说法” 的形式扩大信息披露受众
面， 通过不断的前移关口、 控制
源头， 切断热点风险源。

三是积极应对， 及时处置，
化解风险 。 针对美得你 、 久药
网、 三鼎家装等近期突发群体性
投诉事件， 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成立专班， 进行行政约谈， 要求
被投诉人采取积极态度， 妥善化
解消费纠纷； 委派专业律师提供
法律援助， 协助调解工作。 对于
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消费者， 积
极引导消费者通过其他途径依法
维护自身权益。 依据相关法规对
企业经营活动开展调查， 对于企
业的违法行为， 进行立案查处。

（魏慧馨）

“三步走”做好投诉热点问题
风险防控

丰台工商分局

７个提醒让孩子远离交通伤害

暑期到来， 中小学生自己出行、 游玩的机会也将增多。 但在愉快与欢乐的背后， 更是学生发生交通事故的 “高发期”。
据 《中国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状况研究报告》 统计， 每年的暑假是儿童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期。 儿童被锁车内致死、 儿童遭
汽车碾压等惨剧屡见报端。 如何规避交通事故风险， 让孩子安全不放假？ 我们给您提个醒。

和孩子一起共用一根安全
带， 对孩子和你都起不到保护作
用。 一个孩子在高速撞击事故当
中， 产生的冲力相当于一头成年
大象的重量！ 而且发生碰撞时，
大人的冲击力还会施加在孩子身
上， 使孩子受到的伤害更大。

孩子不喜欢被束缚， 所以安
全带自然就成了他拒绝的对象。
安全带有缓冲作用， 能吸收大量
的撞击能量 ， 化解巨大的惯性
力， 减轻伤害程度。 调查表明，
在发生正面撞车时， 如果系了安
全带， 可使死亡率减少57%， 侧
面撞车时可减少44%， 翻车时可
减少80%。 所以， 不管孩子怎么
抗拒， 你也不能妥协。

儿童安全带的系法与成人基
本相同， 但有所区别。

安全带应跨过孩子的肩膀而
不是手臂， 斜对角贴胸而过。 安
全带一定要从肩部的中间穿过，
过于靠外会滑落而失去保护作

用， 过于靠内又可能勒到
颈部， 甚至可以割断颈动
脉， 造成致命的危险。

安全带一定要系牢 ，
平顺地紧贴身体 ， 在发生撞击
时， 孩子幼小的身体才不会从安
全带中滑脱。

腿部安全带应该跨过孩子的
大腿根部而不是腹部， 这样
可以避免孩子扭动造
成安全带脱落。

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 ，
但绝对不是在这种场合。 孩子力
气小 ， 开车门时如果不能推到

位， 会因为车门反弹而被夹伤，
还有可能会被旁边行驶过来的自
行车或者汽车撞到。

提醒６：

不要和孩子
共用一根安全带

孩子在行驶的车内吃东西，
特别是果冻、 冰激凌、 坚果等食
物， 无论是刹车还是颠簸摇晃，
都可能噎着孩子， 严重的还会导
致窒息。 有些坚硬的食物和食品
包装还有可能将孩子弄伤。 而在
刹车的情况下 ， 玩具有可能剐
伤、 扎伤孩子， 甚至造成更严重
的伤害。 （靳保）

提醒７：

不要让孩子在车里
吃东西、玩玩具孩子都爱坐在副驾驶座上，

视线好， 看着爸爸或妈妈开车很
好奇， 小手也想这儿摸摸那儿碰
碰。 不过， 副驾驶座可不是孩子
的安全位置， 即使系了安全带，
也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 。 要知
道 ， 12岁以下或者身高不足1.4
米的孩子是不宜坐在前排副驾驶
座位上的。 因为安全带是根据成
人的体型设计的， 孩子使用成人
的安全带， 如果绑得太紧， 在发
生交通事故时会造成致命的腰部
挤伤或脖子、 脸颊压伤。 如果绑
得太松， 车辆紧急制动时， 孩子
可能会从安全带和座椅之间的空
当飞出去。 所以， 没满12岁的孩
子， 一定要坐在后排， 并配合使

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 才能确保
安全。

提醒1：

12岁前后排就座

提醒2：

不要抱着孩子坐车
把孩子抱在怀里坐车应该很

安全吧？ 很多人都这么想，不过，
看了下面的解释， 你的这个想法
就被颠覆了———当汽车以每小时
4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 如果突然
紧急刹车， 在惯性的作用下， 10
千克重的孩子受到的冲击力相当
于200多千克， 也就是说， 相当
于三四个成年人体重的总和， 家
长就算是大力士， 也没法抱住孩

子， 孩子会飞出去， 撞在中控台
或前风挡玻璃上， 造成严重的伤
害。 如果前排的安全气囊没有关
闭， 后果会更严重， 因为气囊的
安装位置及打开的力度都是按照
成人来设计的， 气囊打开后的位
置正好在人的头胸之间， 而这个
位置正好是孩子的头部， 气囊的
弹出，不仅不能保护孩子，还可能
造成孩子颈椎骨折，甚至死亡。

提醒３：

不要让孩子自己上下车

汽车是个大铁盒子， 当车门
车窗关闭时， 车内的温度会快速
升高，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会

使 孩 子 出 现 体 温 飙 升 、 窒 息
等中暑的症状， 严重时还会危
及生命。

提醒４：

绝对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提醒５：

孩子也需要安全带

儿童出行安全那些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