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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政策】 

商务部：下一步构建酒类流通行业诚信服务体系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8 月 14 日讯，商务部下一步将从构建酒类流通行业

诚信服务体系、培育新型酒类流通主体及提倡科学饮酒、健康饮酒的新消费理念

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改善和创新酒类流通体系。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副司长、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路

政闽是在商务部周三（14 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新闻

发布会上做出如上表述。 

路政闽表示，针对目前酒品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酒水价格虚高等现象，

在《商务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酒类流通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酒

类流通企业要“真品售酒、实价售酒”。 

另外，“减少环节、优化链条”是酒类流通模式创新的方向，酒类流通创新

包括技术创新类、电子商务类、文化营销类和连锁经营类。第一类中，如一些品

牌酒类企业运用无线射频识别等现代信息技术，在酒类追溯方面有很大进展，消

费者能够更加放心、更加安全的购酒。 

据了解，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即 RFID 技术，张裕 A（000869.SZ）、五粮液

（000858.SZ）、贵州茅台（600519.SH）等相关 RFID 防伪体系已相继投入应用。

另外，根据商务部安排，泸州老窖（000568.SZ）、剑南春、郎酒、洋河股份

（002304.SZ）、山西汾酒（600809.SH）、古井贡酒（000596.SZ）、景芝等酒类品

牌也将并入实施酒类安全流通溯源体系，实现 RFID 真伪查询。“十二五”末，至

少要有 60%-70%的酒类品牌融入酒类安全流通溯源体系中来。 

根据商务部酒类流通统计监测系统数据及部分地区酒类流通企业备案登记

数据测算，2012 年，酒类经营企业约 300 万家，其中批发经营者 31.5 万家，占

比 10.5%；零售经营者 196.8 万家，占比 65.6%；餐饮经营者 59.1 万家，占比 19.7%；

娱乐企业 10.5 万家，占比 3.5%。 

发稿：谈晓芬/古美仪 审校：季鹤俊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403/50940.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403/509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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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等 17 个部门开展 2013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整规办、商务主管部门、

党委宣传部、文明办、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卫生计生

主管部门、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直辖检验检

疫局、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广电局、食品药品监管局、旅游局、外汇局，海关

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贸促会、企业联合会、消费者协会（委员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

设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推动诚信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社

会诚信守法意识，经研究，决定 2013 年继续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凝聚诚信力量 实现中国梦想 

二、宣传重点 

（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 

（二）有关市场监管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 

（三）2012 年有关部门开展诚信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取得的成果和经验。 

（四）信用基本知识和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知识。 

（五）企业通过诚信经营扩大销售、提高效益、赢得竞争优势的经验。 

（六）2012 年重大违法违规、商业欺诈典型案例。 

三、组织协调 

宣传月活动由商务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卫生计生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旅游局、外汇局以及贸促会、企业联合会、消费者协会共同

组织，并在各自系统内部署开展相关工作（见附件 1）。有关统筹协调工作由商

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承担。 

四、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结合实际，落实工作责任，创造性地开展宣传月活动。各地商

务主管部门（整规办）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整合宣传资源，扩大宣传声势，

树立宣传月活动品牌。 

（二）各地要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的行业自律和服务作用，在行业内大力开展

诚信宣传教育，强化行业信用制度建设，引导企业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不断提高

信用管理水平。 

（三）各地要组织地方新闻媒体积极开展诚信主题宣传活动，全面报道各地

方、各单位的诚信建设工作情况；中国市场秩序网（中国反商业欺诈网，http：

//www.12312.gov.cn/）要开辟宣传月活动专栏，发布相关新闻和工作信息。 

（四）宣传月活动期间开展的各类活动，要统一使用“诚信兴商宣传月”活

动标识（可在中国市场秩序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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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整规办）要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将活动书面

总结和《2013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统计表》（见附件 2）一并报送商务部

信用工作办公室。 

附件：1.2013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开展的主要活动 

2.2013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统计表 

商务部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卫生计生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 旅游局 外汇局 贸促会 企业联合会 消费者协会 

2013 年 7 月 12 日 

附件 1 2013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开展的主要活动 

一、主办单位统筹安排的活动 

（一）扩大宣传月活动声势。 

9 月初，商务部会同相关单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13 年“诚信兴商宣

传月”活动的特点和主要安排，发布重点行业警示信息。 

（二）指导相关单位开展诚信宣传。 

在相关单位官方网站开辟“诚信兴商”新闻和视频专栏，开展诚信教育系列

活动；指导相关全国性行业商协会举办“中国信用企业网络展”及信用企业发布

活动；指导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以中国市场秩序网（中国反商业欺诈网）为平

台，开展“诚信天下，美丽中国”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指导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开

展诚信建设神州行系列宣传活动；指导百度网举办“诚信壹佰度”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树立信用企业的品牌形象。 

二、各单位自行安排的活动 

（一）商务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对《商务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商务领域

信用建设的指导意见》（商秩发[2011]422 号）的宣传贯彻工作；开展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规范管理相关政策及标准的宣传活动；开展商圈融资、内贸信用险、商业

保理培训活动；宣传商务信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12312”商务举报投诉服务

热线；加强对行业信用评价结果的宣传和推广应用；在全国商务领域全面开展商

务诚信建设。 

（二）宣传部门继续宣传加强诚信建设的主要举措，协调主要新闻单位通过

多种方式，宣传各地在组织开展活动中的做法和经验，宣传各行各业加强诚信建

设的进展和成效，提高全社会和企业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消费者

识假防诈的能力。各级文明办充分发挥道德讲堂载体作用，让广大从业人员普遍

接受诚信教育。会同有关部门，在企业中组织开展“诚敬做产品”活动，引导生

产经营者用诚信赢得市场、塑造品牌。运用“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宣扬

诚信理念，把诚信做到群众身边。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积极推进价格诚信建设，逐步推行“明码实价”，

完善“12358”价格举报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广泛建立群众、

职工价格监督服务站点，健全价格社会监督网络，完善价格社会监督；加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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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监管工作，突出重点行业，抓住重点时段，开展市场价格秩序专项整治，严

厉打击虚假打折、恶意囤积、哄抬价格、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

为；加大反价格垄断执法力度，密切关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行业和领

域的价格垄断行为，坚决查处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

制竞争方面的大案要案，对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加强反垄断法宣传，树立全

社会竞争意识。 

（四）工业和信息化系统继续开展“工业企业质量信誉承诺活动”，推进“规

范工业产品质量企业自我声明”试点工作，加强对承诺企业的宣传和监督；全面

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推动规模以上乳制品、肉类食品等行业企业建

立并运行诚信管理体系；加快地方、行业诚信信息平台建设，加强诚信宣传工作，

营造食品行业良好诚信氛围。 

（五）卫生计生系统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

发[2012]20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

划的通知》（国办发[2012]36 号）要求，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大力宣传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积极向公众科学介绍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公布情况，开展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宣传贯彻和跟踪评价，认真组织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 

（六）海关系统加快建设进出口领域海关信用管理体系步伐，完善进出口企

业海关信用数据库建设；坚持“由企及物”的管理理念，对守法诚信企业给予通

关便利；继续全方位强化监管，保持打击走私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巩固扩

大“国门之盾”专项行动取得的战果。 

（七）税务系统发挥税务机关网站、办税服务厅、税务报刊等渠道作用，结

合实际，通过多种方式，创新宣传手法，加大对税收政策的解读与普法宣传，增

强诚信纳税意识，提高税法遵从度。 

（八）工商系统组织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积极宣传工商机关在治

理商业贿赂、打击“傍名牌”、严厉打击传销、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加强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加强广告监管、加强网络商品交易监管、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商标专用权等方面的工作成效；积极开展“守合同重信用”、

“诚信市场和文明集市创建”活动和“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光彩之星”、“青

年文明号”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继续指导支持各级个私协会开展“光彩

服务日”活动，营造文明诚信、守法经营的良好环境。 

（九）质检系统举办全国“质量月”活动，组织开展以“质量第一，诚信至

上”为主题的质量诚信承诺活动；以“认证认可传递信任服务发展”为主题开展

宣传活动，宣传认证认可在传递信任、指导消费、促贸惠民及增强社会诚信中发

挥的作用；以“诚信检测，公正检测”为主题开展“全国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

动，展现检验检测机构保障质量安全的能力，增强公众对检测机构的信心；开展

“计量惠民，诚信促和谐”双十工程；组织开展质检利剑行动，适时曝光查处的

典型案件；加强组织机构代码实名制、商品条码和物品编码相关政策法规、技术

标准的宣传，宣传推广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与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应用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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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 

（十）新闻出版广电系统发挥优势和特色，做好“宣传月”的宣传报道工作；

指导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加大对诚信兴商的报道力度，及时报道相关部委的权威

声音，剖析典型商业欺诈案件，倡导“诚信兴商”理念；指导中央电视台财经频

道在多个重点栏目播出相关话题展开报道和讨论，突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

性及迫切性；指导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多语种广播和网站加强活动的对外宣传报

道，传播我国注重商业诚信、建立良性商业秩序的举措和决心；指导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利用《央广新闻热线》、《此时此刻》、《中国之声》官方微博等新闻线索资

源，配合听众互动、投票等多种形式，深入各地调查报道各行各业典型事件，策

划深度分析和评论类报道。 

（十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进一步加强基本药物质量安全监管的宣传，加强

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及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宣传报道；

宣传食品、药品、保健食品生产流通领域集中整治行动，加大案件曝光及不良信

息的披露；对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药品信息、销售伪劣药品的违法行为进行曝光；

继续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 

（十二）旅游局及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开展《旅游法》宣传贯彻工作；

引导游客树立合同意识，发布“诚信服务”旅游公益广告片并开展主题为“旅游

出行签合同，自身权益有保证”的公益宣传咨询活动；对重大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进行披露曝光，发布旅游服务警示；组织 2013“旅游诚信经营（服务）案例”

征集活动，进行网上投票评选；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对重点旅游城市及其周边“一

日游”市场的专项检查，打击恶性价格竞争、黑车黑导、欺客宰客、强迫或变相

强迫旅客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十三）外汇系统建立常态化的诚信宣传工作机制，将诚信宣传工作贯穿于

外汇检查日常工作中，变集中开展为全年开展。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扰乱外

汇领域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针对银行、企业开展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培训，

促进银行、企业诚信合规经营；加大外汇违规信息披露和检查情况通报等工作力

度，增加违规成本，震慑外汇违法违规行为。 

（十四）贸促会举办第十届中国国际信用和风险管理大会，梳理总结活动开

展十年来的信用建设工作成果，完善并发布中国城市信用管理指数，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和贸易信用风险管理等议题基础上，增加质量信用管理专题，提高外经

贸企业的国际信用，助力打造民族品牌。 

（十五）企业联合会继续开展企业信用评价，引导企业加强诚信制度建设，

推动企业诚信示范创建；发挥中国企业诚信网的平台作用，加大企业诚信建设和

信用管理知识普及力度，推广先进经验；加强企业诚信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指

导各地企联，结合当地情况，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有特色的活动，引导企业树立诚

实守信经营理念，树立诚信形象。 

（十六）消费者协会深入开展“让消费者更有力量”年主题宣传活动；继续

配合发展改革委深入推进“明码实价”工作；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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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法律法规，发布消费警示提示，传授识假辨假知识，教育引导消费者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与有关部门联合对旅游餐饮服务、老年人消费信心和消

费意愿等领域开展诚信监督工作；强化对消费者咨询投诉信息的综合分析和比较

研究，公布消费者投诉统计分析和典型案例，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消费者的利益

诉求和关注热点，为政策制订、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和行业规范及有效

监管提供重要参考；组织诚信经营行为示范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典型引路的示范

作用，不断提升企业诚信自律水平，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附件 2 2013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统计表 

相关链接：http://gftai.bcpcn.com/articles/81/50700.html 

http://www.shandongbusiness.gov.cn/public/attachments/20130809034509_401.docx
http://gftai.bcpcn.com/articles/81/50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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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国家级平台助推信用云浮 信用评级为企业铺路 

信用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也是企业竞争软实力。进入商务领域的企业，其信

用状况直接影响生产、经营和消费。无论是在生产、流通企业，还是在企业与消

费者，良好的信用关系是交易达成的首要前提。 

为加强对“十二五”期间商务领域信用建设工作的指导，建立良好商务信用

环境，推动我国商务事业发展，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商务领

域信用建设的指导意见》。 

地处粤西的云浮市，推行石材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已两年有余。截至目前，

云浮石材行业贷款总额达到 118 亿元，不良贷款仅为 2.25 亿元。如今，云浮市

政府携手北京国富泰企业征信有限公司共建云浮商务信用平台（BCP），立足云浮，

放眼全球，致力于云浮市商贸企业的创新和服务。 

第三方信用平台成市场新宠 

作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领域信用建设越来越被政府、

企业及消费者所关注，其由独立第三方、权威机构，按照独立、公正、客观的原

则，采用科学的方法和合理规范的程序，从商务信用角度对电子商务经营主体进

行真实性审查、信用状况评价、信用行为巡查等全方面的第三方认证，以简明的

符号和数字表示出来，给消费者、合作伙伴、交易对象和政府管理部门等机构提

供重要参考。通过信用认证，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利益；另一方

面，可以稳定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为响应商务部和国资委推行的行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和国富泰公司，通过企业自愿申报、严格评审、公示、复查等程序，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行规行约，结合行业特点，综合考虑企业的基础素质、财务能力、

竞争力状况、履约状况、守法守规及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等因素，对企业信用状况

做出全面评级，为企业提供专业信用服务。 

国富泰公司作为商务部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是商务部

和国资委开展全国行业信用评价的执行机构，是国家级、第三方、权威企业信用

服务机构。“BCP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就是“国富泰信用”推出的国内领先的商

务信用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支持。 

目前，云浮市政府正在积极携手国富泰公司共建云浮商务信用平台。该平台

是云浮市政府重点扶持项目，致力于云浮市商贸企业的创新和服务。 

据了解，云浮商务信用平台拥有庞大的贸易商务信用数据库，企业信用信息

超过 1000 万条，可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信用信息服务项目，形成信用评级、

信用认证、信用查询和信用投诉等全流程的中国商务信用服务，为云浮信用企业

创造更多的市场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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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为企业发展铺路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第十届中国（云浮）国际石材科技展览会暨第四届中国（云

浮）石文化节全球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云浮市推行石材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两

年有余，先后出台了石材企业劳动保障信用等级评价试行办法、质量信用评价试

行办法以及环境保护信用管理试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开展石材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帮助企业提高守信

意识，培育和扶持一批信用高的优秀区域品牌企业，树立企业诚信形象，提高信

用管理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为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对企业的重点监管、

分类监管，规范石材市场经营提供有效依据；三是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

的经营风尚，营造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推动信用云浮建设。”据云浮市副市长

黄志豪介绍，在云浮市众多行业的贷款中，石材行业的贷款质量最高。截至目前，

云浮石材行业贷款总额达到 118 亿元，不良贷款仅为 2.25 亿元。 

云浮商务信用平台的建设，有国家级信用服务机构的加盟，能更好地实现“多

向互动，多方受益”的目标。据该平台有关负责人介绍，政府利用平台能把握社

会发展建设脉搏，汇聚产业发展动态，提供权威的政府、行业资讯信息；企业通

过平台可以树立更加广泛、更权威的品牌形象，扩大信用额度，乃至获得直接的

经济效益；运营方利用平台更新最新热点信息，筛选优质电商企业，最大程度地

维护消费者权益，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云浮商务信用平台已开通，正在试行。进入该平台，即可查看获得信用评级

的企业及其信用档案。在该平台上展示了已获得信用评级 AAA 级的新云石业（云

浮）有限公司、信用评级 AA 级的广东传奇岗石有限公司等企业。(国际商报)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50896.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61/508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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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通知 

各会员企业：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

批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单位名单的通知》（商信用字[2008]1 号）的精神，我会被批

准为全国行业信用等级评价第二批试点单位。  

为加强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行业的诚信建设，推动行业自律，保障行业健

康发展，提升行业内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

我会根据商务部和国资委的统一部署，2013 年继续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具

体通知如下： 

一、评价对象 

1、有效期满三年的参评企业（2010 年参评企业）。 

2、成立满三个会计年度且是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会员企业。 

二、信用评价机构 

北京国富泰企业征信有限公司为我会委托的第三方信用评价机构，负责参评

企业信息征集、核查、初评、后续跟踪等工作。 

三、时间安排 

报名、交费及填报资料时间：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9 月 20 日 

四、申请程序 

申请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行业信用等级评价的企业，请填写《中国轻工工

艺品进出口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报名表》（见附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商会，

传真号码：010-67732689，同时将电子版发至 E-mail: zhutong@cccla.org.cn 。 

我会现已开通网上申报系统，在收到企业申请表后将为其提供用户名和密

码，企业可直接在网上填报（http://12312.bcpcn.com ）。 

填写完成后，企业打印申报书，并将申报书中要求提交的书面材料一起加盖

本企业的公章和骑缝章，将申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用 A4 纸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邮寄至商会。同时，根据交费通知要求，按时交纳参评费用。 

五、评价程序 

（一）初评 

在委托专业评级机构对参评企业进行调查，征求相关机构、用户等意见的基

础上，商会行业信用评价委员会依据评价标准和评价模型，对参评企业的信用等

级进行科学评价，初步拟定参评企业的信用等级。 

（二）公示 

商会将被评为 A 级以上初评企业名单通过商会官网（www.cccla.org.cn）、全

国 行 业 信 用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bcp.12312.gov.cn ）、 中 国 商 务 信 用 平 台

（www.bcpcn.com）及其它网站和刊物公示，向社会征询意见。 

（三）终审并备案 

商会对公示所反馈的意见进行认真核查，最终确定参评企业的信用等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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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信用档案。 

（四）颁证 

商会颁发由商务部和国资委统一设计样式，统一编号的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证

书和标牌，并给企业提交《轻工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报告》。 

六、评价收费 

此项工作不以盈利为目的，请参评企业款汇至我会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北京

国富泰企业征信有限公司）的账户，在收到企业汇款及申报材料后，即进入对企

业的信用等级评价程序。 

汇款帐户： 

开户名称: 北京国富泰企业征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支行 

银行帐号：0200 0590 0902 4511 825 

七、评价结果的推广应用  

1、刊登在由商务部和国资委主办的《中国行业信用评价 A 级以上企业名录》

及光盘上，此书及光盘每年出版一次。向驻华使领馆、驻外经商参机构、相关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及国际相关行业组织推荐； 

2、评价结果在“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广交会、展会、论坛等场合宣传； 

3、评价结果在商务部全国行业信用公共服务平台（bcp.12312.gov.cn）、中国

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网站（ www.cccla.org.cn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

（www.bcpcn.com）进行公示并纳入到数据库中； 

4、所评企业赋予信用二维码，随时随地查询企业信用信息； 

5、向和我会有业务联系的国外相关行业商协会重点推介； 

6、利用中国反商业欺诈网、商务部网站轻工工艺频道、《协调与服务》、《广

交会轻工工艺品馆馆刊》、《中国轻工工艺行业年度报告》等媒介重点推介。 

八、联系方式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信用评价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2 号楼 1004 室 

邮编：100021 

联系人：朱彤 

电话：010-67735207 

传真：010-67732689  

E-mail: zhutong@cccla.org.cn 

商会网址：www.cccla.org.cn 

附件：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报名表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2013 年 8 月 5 日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50611.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50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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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 受理投诉 92起 案例: 七夕鲜花网败兴 

【投诉概况】 

2013 年 8 月 5 日至 2013 年 8 月 16 日，BCP 投诉中心共受理投诉 87 起，已

认证网站投诉 1 条，总投诉解决率 17.24%，投诉解决率程下降趋势。 

【投诉现状分析】 

由下图可以看出，2013 年 8 月 5 日至 2013 年 8 月 16 日，投诉数量成上升

趋势。恰逢“七夕”，预定的情人节礼物未能及送达成为本期投诉焦点，其他投

诉问题还有“收到货品与描述不符”、“申请退款后，网站不予退款”、“退款只退

到网站的账户内，不能提现”等。经过 BCP 投诉平台不懈的努力，目前“返还网”、

“京东商城”、“当当网”等多家未认证网站，也积极加入到 BCP 投诉联盟中来，

协助 BCP 平台处理消费者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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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商务信用研究中心投诉情况

 

【近期典型投诉案例】 

七夕之日鲜花未到 中国鲜花网遭众网友投诉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让人

们津津乐道，情侣间正在想着如何让另一半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难忘，这时网络商

家也找准时机，以各种“浪漫”噱头来营销自己的网站商品；本来是皆大欢喜值

得高兴的日子，可谁知会出现送货不及时、无货送到、客服电话不通等情况，让

众多网友直呼：“本该甜甜蜜蜜的日子，网站花却没送到，女朋友闹分手。” 

鲜花，无疑是最受青睐的情人礼物。据了解，据央视网、腾讯等数家媒体早

间爆料：8 月初，国内领先的鲜花速递网站中国鲜花网斥上千万巨资已全面覆盖

国内三大搜索引擎巨头百度、360、搜狗，开辟了中国鲜花速递业品牌化进程新

的里程碑。然而在这种进程的里程碑背后，我们中国商务信用平台接到众多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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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诉。其中，中国鲜花网未按时发货遭集中投诉。  

 8 月 11 日，中国鲜花网发布通知：8 月 13 日（七夕情人节当天）全国仓库

已严重爆仓，已停止接单！当日下单付款过的订单经核实确认无法发货后，该网

站会在 1-3 小时为消费者办理退款。该网站特别说明：非七夕情人节订单并不会

受到影响。 

然而湖北武汉张先生花了 915 元买了玫瑰和巧克力，要求上午派送，但鲜花

一天都没送到。今天一整天，客服电话打不通，QQ 客服没人回，中午显示是一

个什么发货给了个电话,但是电话是空号，下午又显示是圆通快递!单号查了没有

反应,然后在网上查他们的电话,结果知道自己已经被骗了!张先生认为该网站仍

在继续他们的欺骗勾当，另外，所有投诉这家公司的帖子都被人删除，张先生说

该公司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去做这种事。  

上海闵行熊先生投诉中国鲜花网说从 12 号下单到今天七夕已经过去，通过

网站各种方式都没联系上客服，也没有任何客服联系上他，更为恶心的是明明都

没联系过，居然虚假的说已经签收，老婆为此还和他闹矛盾，严重影响感情。  

陕西西安王女士八月十二号下单付款，说十三号中午十点送到。到 14 日晚

上没有收到花。打客服电话无人接听，没收到花无人处理退款。王女士很气愤的

说网站太不负责，客服电话永远无人接听。  

北京的孟先生 8 月 12 日同样在中国鲜花网预定了鲜花，并在购买明细里交

代好要在 2013 年 8 月 13 日送到。对方系统来短信说可以送到。但七夕一天过去

了，网站并没有按照承诺时间送货，客服电话永远都打不通，一直忙，网站上有

个 qq 人工台也一直没人，只有系统自动回复。孟先生说等于钱已经花了，但东

西没送到，也不知道该找谁了，希望还消费者一个公道！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认为，中国鲜花网欺骗广大消费者，没有按照承诺时间送

货，让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广大消费者网购应谨慎，以防受骗！（中国商

务信用平台）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51/50952.html 

 

唯品会个人账号屡遭他人盗用 客户疑有内鬼 

近日，广州市民梁小姐向羊城晚报报料称，她在“唯品会”的账户被盗用消

费，却难以查出原因，在向消委会投诉后“唯品会”才帮她解决问题。 

http://www.bcpcn.com/articles/51/50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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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升级会导致错用账户？ 

梁小姐今年 2 月登陆自己的账户时，地发现被盗用 60 多元。她立刻致电客

服，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系统升级导致的错误，随后便把货款退还。 

但两个月后，账号又被盗用，这次是购买了一只价值一百多元的剃须刀。梁

小姐只好再次向客服投诉退款。5 月份，梁小姐的账户再次被盗用，这次是购买

了一个四百多元的美容喷雾器。虽然每次“唯品会”都退款，但除了第一次说明

是系统升级造成的错误以外，其他答复都含糊不清。 

更奇怪的是，每次梁小姐致电订单上的收货人时，均被告知号码不存在，且

订单上的货品全都没有配送成功。她认为收货人的资料可能是假的，“我怀疑是

‘唯品会’的内部人员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或者是他们在盗用我的账号。” 

“唯品会”系统或有漏洞 

记者咨询“唯品会”客服人员时对方表示：“若账户被盗用系统会提示其密

码和账号发生异常。”但对于梁小姐的遭遇，客服人员称不清楚原因。有业内人

士表示，一般系统升级并不会导致消费者账户余额被错误扣除，系统存在漏洞的

可能性更大。此外，消费者的账户信息肯定被泄露了，否则不可能有人使用梁小

姐的账户买东西。 

律师马平川认为，“唯品会”在事件中明显存在维护客户财产安全的缺失与

疏忽，理应赔偿客户损失的金额。同时，他建议消费者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账号与

密码，避免在公共电脑上进行购物付费等操作。另外，消费者在网上购物后应保

管好票据与交易信息。（ 羊城晚报）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51/50912.html 

 

佳品网网购牛仔裤有破洞 海外采购受质疑 

张先生日前从佳品网购买一条意大利著名服装品牌 Energie 的牛仔裤，货物

到手后才发现，裤兜有一个明显破洞。更让他疑惑的是，裤子标签明明标注产地

是巴基斯坦，但下方留的电话却是中国上海的。昨天，佳品网客服负责人称，确

定属于质量问题后，会为消费者免费退换货。 

新购裤兜现破洞 

张先生一直比较喜欢网购，不过，近日他从佳品网购买一条意大利品牌

Energie 牛仔裤后，却让他有些烦恼。 

张先生给记者展示他 7 月 31 日刚收到的这条裤子，记者发现，在左侧裤兜

有一个明显破洞，破洞约有一枚硬币大小。记者留意到，除了有破洞外，裤兜还

出现脱线等现象，张先生质疑这根本就不是正品。 

海外采购受质疑 

除了破洞和脱线外，更让张先生产生质疑的是那个被缝在裤子内部的标签。

在佳品网上，该商品标注是“本商品经境外合法采购，平行进口取得”。记者看

到，该牛仔裤标签显示，该裤子产地是巴基斯坦，但下方标注的电话则是 021

开头的电话。记者拨打过去，虽无法接通，但显示为中国上海电话号码。 

http://www.bcpcn.com/articles/51/50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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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直接于境外采购，怎么会有国内联系方式？”张先生对此表示不解。

佳品网客服称，他们的商品采购于国外，但并非原装进口，而是将服装进口之后

重新包装。重新包装是否会将标签重新张贴？客服则回答不出，表示需要咨询后

答复，但记者一直未等到答复。 

确认质量问题定会换货 

昨天，佳品网客服部负责人唐女士回复记者，称消费者收到裤子后不久就致

电他们，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并提出赔偿要求，“我们要求对方将商品邮寄过

来，我们需要专业鉴定一下，但对方不答应，所以我们也就直接拒绝了对方的索

赔要求。”张先生表示，当时他拒绝邮寄裤子是想联系到意大利厂家，对裤子做

一个比较权威的鉴定，“可惜的是，截至目前厂家那边尚没有答复。” 

唐女士称，由于目前她尚未看到裤子，所以无法给出解决方案，“如果真是

质量有问题，我们肯定会免费退换货，毕竟无论哪家网站都不敢保证所卖商品绝

对没有质量问题。”但至于消费者疑惑的标签问题，唐女士称会联系公司相关部

门调查后给予答复。截至昨晚发稿时， 记者未收到对方回复。(中国网) 

相关链接：http://gftai.bcpcn.com/articles/51/50533.html 

 

本期 93 家企业集中报名参与评级认证工作 

据统计本期（2013 年 7 月 22 日至 2013 年 8 月 4 日），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

公司、北京榆构有限公司、湖北中南管道有限公司、郑州市雷德水泥制品有限公

司、天津市泽宝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肥城鲁泰科技有限公司、宁夏青龙管业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江西饶电电杆实业有限公司、天津宝

丰混凝土桩杆有限公司、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浦东新区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

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河北建设集团千秋管业有限公司、山东电力管道工程公司、昆山

硕华模具板有限公司、邯郸新世纪商业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易联时代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河北志远减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昆山一恒仪器有限公司、常州新

北区新园市政绿化服务处、江苏嘉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常州市建方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苏州川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江苏阳湖电缆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武

南变速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宇外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白鹭电器有限公司等 93

家企业向中国商务信用平台（BCP）报名参与信用评级认证，相关评审工作正在

进行中。 

http://gftai.bcpcn.com/articles/51/50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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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声音】 

三和茶业首获商务部企业信用 3A 评级 上半年出口 75 吨 

泉州盛世三和茶业有限公司日前获得了商务部中国商务信用平台企业信用

等级 AAA 级证书，据悉这是安溪茶行业首家通过该认证的茶企。 

中国商务信用平台主要开展网商认证、国别信用、行业信用评级等业务，即

按照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采取科学的评级方法和合理、规范的评级程序，

对企业管理能力、经济偿付能力和营运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科学评估，并以简明的

符号表示出来，给合作伙伴、交易对象以及投资者等机构提供重要参考。 

“企业之间在做生意时，可以从商务部反商业欺诈网及中国商务信用平台上

查询企业的商务信用。”负责三和茶业信用评定的北京国富泰企业征信有限公司

相关人士表示，作为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下属的国家级、第三方、权威

的企业信用服务机构，在多年的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至今已累计为 7 万余家电子

商务企业及 7000 余家流通企业提供了第三方信用认证与信用评级服务。 

据悉，三和茶业注册资本 1.56 亿元，是最早获得国际资本投资的安溪茶企，

也是福建最早推行“明码标价”的茶企之一，自有生态茶园 3 万多亩，并获得出

口备案，今年春茶，该公司实现间接出口 75 吨，批次每公斤出口价格最高达到

300 元。(新浪福建)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261/50894.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261/50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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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百科】 

社会公共记录与社会信用  

所谓社会公共记录，是指由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甚至是企业所搜集、整理的、

可以由社会公众公开查询并应用的、有关自然人或法人等各类社会对象的信息记

录[3]。这其中包含这样几点内容：一是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是社会公共记录的

主要搜集、整理与管理者，但是企业也可以通过各种机制搜集整理社会公共记录；

二是社会公共记录与各类社会对象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三是根据各类社

会对象的社会关系属性，社会公共记录具体划分为多种类型。政府部门所掌管的

社会公共记录与其职能划分密切相关，因而我们也可以根据其职能分工划分不同

领域的社会公共记录。比如，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有关企业法人的设立、变更、以

及注销等的记录，税务机构有关企业法人的完税、偷漏税等情况的记录，等等。

澳大利亚破产与信托服务局（Insolvency and Trustee Service Australia，ITSA）建立

了全国个人破产案索引（The National Personal Insolvency Index，NPII）数据库，

该数据库记录了 1928 年以来的澳大利亚个人破产诉讼案，具体内容包括：债权

人的请求书、债务协定、个人破产协议、破产案例、已破产的遗产物业、资产控

制令及典据等。NPII 被看作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记录。  

社会信用也是一种社会公共记录，而且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共记录。其典型

性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综合性强。社会信用不仅与众多政府部门的职能业

务相关，也与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密切相关，更与企业等各类法人相关，社会信用

几乎将全社会的各类组织对象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社会信用能够将很多看

似无关的业务统一起来，成为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综合性手段。二是与市

场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信用是个与非计划经济密切相关的概念，只有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市场经济一方面产生

了对社会信用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信用体系的完善也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具

体表现。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信用也就成为一种公开的社会记录而为所有

市场主体所关注。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82/50941.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82/50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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