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示】

·广告·

声

明

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打铁庄
村联合工会委员会不慎将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正本丢失， 证书号是：
京工法证字第01105000996号， 特
声明作废。

2020年9月7日

声

明

北京市房山区北潞园学
校工会 （工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81110111683551791Q）
法人 （史文昀） 法定代表人
证书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2020年9月7日 （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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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倡
导企业诚信自律经营， 让消费者
买着放心、 吃着安心， 丰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放心食品
超市自我承诺活动。

一、 来源承诺， 公示信息可
追溯。 在公示证照、 食品安全管
理者、 健康证的基础上， 增加食
品供应商资质信息、 食用农产品
产地信息公示。 通过现场公示、
“二维码” 等方式实现在线查询
肉菜产品供应商、 产地、 种养殖
企业以及种养殖过程质量安全管
理记录等方面信息。 推行 “订单
农业 ” “基地直采 ” “产地直
供” 及 “基地+加工企业+超市”
等采购模式， 稳定购货渠道。

二、 质量承诺， 肉菜安全可
保障。 配备与肉菜品种、 数量、
温 度 相 适 应 的 冷 藏 柜 等 温 度
设 施 设备 ， 定期清理消毒 ， 保
持环境整洁、 摆放有序。 设置优
质精品肉菜、 净菜专柜， 在销售
区域公示肉菜检验检疫证明文

件， 公示当日进货票据， 保证食
材新鲜安全。

三、 风险承诺， 问题食品可
检测。 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自查制度， 包括自查内容、 自查
流程、 自查频率、 自查人员、 采
取措施及整改等内容的。 每日开
展卖场、 库存食用农产品清理，
及时发现 、 剔除并销毁腐烂变
质、 超过保质期等不合格食用农
产品。 依托设立在超市内的社区
检测点和自检室， 及时对怀疑有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品种进行检
验， 同时方便周边居民食品安全
监测需求。

四、 消费承诺， 投诉建议可
处理 。 建立并实施投诉处理制
度， 通过设置顾客意见箱、 意见
栏、 电子化顾客反映投诉渠道，
及时收集、 回复、 反馈信息， 解
决消费者诉求。 统计分析消费者
的投诉信息， 对投诉内容进行原
因分析， 实施纠正措施。

（刘聪）

不当维权面临“四大风险”
□本报记者 盛丽

近年来， 以 “代理全额退保” “代理处置信用卡债务” 为主要形式的 “代理维权” 问题正呈现快速
增长态势。 这些专职 “代理维权” 的团伙， 打着为消费者维权的旗号， 收取高额手续费， 煽动消费者反
复向监管部门 “维权” 从中牟利， 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9月3日， 北京银保监局发布相关案例提示， 帮
助消费者擦亮双眼。

北京银保监局提示， 不当维
权面临 “四大风险”。

不当退保无保障。 消费者退
保后 ， 会处于无保险保障的情
况， 一旦发生保险事故， 将面临
巨大的经济损失 。 同时 ， 消 费
者 如 果 再 次 投 保 将 面 临 保 费
增加、 重新计算等待期等， 甚至
可能面临被拒保的风险。

信息泄露隐患多。“代理维权”
的团伙一般会索要消费者的身份
证、手机等个人信息，有些团伙会
将消费者个人信息恶意使用在信

用卡套现、小额贷款等业务。如果
消费者想终止代理协议， 还会被
这些团伙利用信息不断骚扰。

此外， 代理信用卡维权， 一
般采取拖延偿还信用卡欠款的方
式进行， 往往导致消费者需承担
逾期滞纳金及罚息， 加重消费者
的经济负担。

再有， 如果个人征信系统留
有逾期等不良记录， 形成信用污
点 ， 对消费者后续申请银行贷
款、 买房、 买车、 就业等方面将
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组织开展放心食品超市
自我承诺活动

““代代理理维维权权””是是馅馅饼饼还还是是陷陷阱阱？？

北京银保监局提示， 消费者
购买金融机构产品或享受服务过
程中发生纠纷的， 可以直接向金
融机构进行投诉，主张民事权益。

如消费者未能与金融机构通
过协商解决纠纷， 可以向北京秉
正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
心 （银行纠纷） 或北京保险行业
协会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 （保险

纠纷） 申请调解。
消费者发现金融机构或从业

人员违反相关银行保险监管法律
法规的， 可以向被举报人所在地
的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但向监管
机构举报并不能解决消费者的民
事诉求， 消费者如通过投诉、 调
解仍不能解决民事纠纷的， 应依
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不当维权面临“四大风险”

正确维权“三步走”

陷阱一
“全额退保”猫腻多
切记“无利不起早”
消费者张某购买某保险产品

与保险公司发生争议， 后在某网
站上看到一则 “代理退保” 的广
告， 该网站称可以代理 “全额退
保”， 代理先收取500元， 若退保
成功， 再收取20%-50%的 “手续
费”。 该平台要求张某签订 “全
权” 代理协议， 并要求其不得就
投诉问题与保险公司协商处理。
随后所有投诉沟通电话均由其平
台代理人接听， 代理人向保险公
司索要五倍赔偿。

双方协商不成 ， 后诉至法
院 ， 法 院未支持张某诉求 。 历
时半年， 张某维权失败 ， 还损
失了代理费 、 诉讼费共计上千
元， 也失去了及时沟通解决问题
的机会。

陷阱二
“退保理财”花样多
非法集资一场空

消费者李某最近接到了一通

自称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电
话。 对方告知李某， 其名下的这
张保单收益太低， 可以帮助转换
成收益为 15%的产品 。 在这位
“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 李某来
到客服中心办理了退保。 办理完
退保后， “工作人员” 又劝导李
某签署了一份号称是 “某日进斗
金理财产品” 的 “转换合同”。

几个月后， 工作人员失联 ，
理财产品无法兑现， 李某才发现
自己受骗， 后经核实该 “工作人
员” 并非保险公司人员， 自己中
了非法集资的圈套。

陷阱三
信用卡“维权”噱头多
“赔了”征信又失财
疫情期间， 消费者王某由于

收入减少， 无法按期还款， 想向
银行申请分期还款。 这时王某收
到一条短信， 号称可以帮助王某
向银行维权， 申请将欠款分成60
期 ， 并免除王某的利息和手续
费， 只需缴纳1000元 “代理费”。
同时， 还指导王某 “如何躲避欠
款催收” “如何进行以贷养贷”。

王某按照 “工作人员” 的指

导， 提供了身份证等个人信息，
然后签订代理维权协议。 一个月
后， 王某收到银行短信， 发现因
自己未按期还款上了征信系统，
利息和手续费也没有免除； 几个
月后， 王某总是收到各种推销电
话， 不胜其扰。

陷阱四
“维权”幌子是非多

“此维权”非“彼维权”
近期， 部分团伙通过抖音、

微信等平台， 大肆宣扬 “投诉代
理”， 怂恿或代理消费者向金融
机构或监管部门投诉， 提供统一
的投诉模板， 使用统一的投诉话
术。 这些 “代理投诉人” 一般不
具备法律执业资格， 对法律条文
引用经常有明显错误， 阻碍消费
者与金融机构正常协商， 还会收
取高额的手续费。

同时， 部分人员还会编造或
歪曲事实， 举报金融机构存在
违法事实 ， 反复向监管部门进
行投诉、 举报、 信访等， 人为拉
长维权流程， 可能错过了纠纷解
决的最佳时期， 最终造成消费者
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