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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协组织可以参与有关部门对
经营者的商品和服务进行的监督尧
检查袁或独立进行调查尧监督袁还可
以支持消费者提起诉讼或以消协组
织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袁 要求判令经
营者停止侵权并赔偿消费者损失遥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近期发布 叶消费者飞机票退改签情
况调查报告曳袁公布了多家企业存在
飞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尧 特价机票
不得退改签和没有充分告知消费者
退改签标准等行为的情况遥 5 月 4
日袁江苏省消保委正式发出约谈函袁
要求涉及的南方航空尧东方航空等 8
家航空公司和携程旅行网尧 去哪儿
网等 7 家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袁自
收到函件 10 个工作日内前往江苏
省消保委接受约谈遥

实际情况是袁 江苏省消保委在
发布 叶消费者飞机票退改签情况调
查报告曳时袁表示将对涉事企业进行
约谈袁但尚未按照中消协叶消协组织
消费维权约谈经营者办法曳的规定袁
正式向涉事企业送达约谈函或进行
专门告知遥 在约谈程序尚未正式启
动的情况下袁有关媒体就报道野一周
过去之后袁 没有一家公司前来接受
约谈冶袁 这在事实层面有不准确之

处袁 却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媒体对
消协组织约谈航空公司和机票销售
企业的强烈期许袁 同时也表明媒体
对消协组织约谈经营者的效果缺乏
十足的信心遥

针对商品质量或服务质量等领
域存在的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突
出问题袁 与经营者进行直接沟通交
流袁敦促经营者诚信尧守法经营袁消
协组织具有的 野约谈经营者冶 的权
力袁是由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曳叶消协
组织消费维权约谈经营者办法曳和
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赋予的袁 这是消协组织约谈经营
者的底气所在遥 然而有人担心袁消协
组织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和执法部
门袁不具有监管权和执法权袁法律法
规虽然赋予了消协组织约谈经营者
的权力袁 但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和相
应罚则加以保障袁 如果经营者接到
约谈函后野无人到场冶袁消协组织该
怎么办钥

消协组织约谈经营者袁 既有法
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作为强大的底
气袁 还要有切实可行的应对处置办
法袁以增强约谈和制裁的力量遥 如果
经营者接到约谈函后置若罔闻袁那
么袁 消协组织可以按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袁 就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并拒不接受约谈的行为袁 向政府
职能部门和执法部门反映情况尧检
举揭发袁 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
揭露尧批评袁参与对经营者进行舆论
监督和群众监督遥

其次袁 消协组织可以参与有关
部门对经营者的商品和服务进行的
监督尧检查袁或独立进行调查尧监督遥
再次袁 消协组织可以支持受损害的
消费者提起维权诉讼袁 或者以消协
组织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袁 要求司
法机关判令经营者停止侵权并赔偿
消费者损失遥

消协组织被赋予约谈经营者的
权力以来袁 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地方
消协组织已多次启动 野消费维权约
谈经营者冶袁目前似未见经营者拒不
到场的案例遥 此次江苏省消保委向
15家大型企业正式发出约谈函袁本
身已显示了不俗的力量袁 其最终结
果会是如何袁值得寄予乐观的期待遥

潘洪其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
强调袁 长江经济带不是一个个独立
单元袁要树立一盘棋思想遥

两年前袁总书记谆谆告诫袁在生态
环境保护上袁一定要树立大局观尧长远
观尧整体观袁不能因小失大尧顾此失彼尧
寅吃卯粮尧急功近利遥 此次座谈会袁他
进一步细分为处理好五组关系院野新形
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袁 关键是要
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尧 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尧 总体谋划和久
久为功尧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尧自
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遥 冶

要坚持整体思维尧系统思维袁做
好总体谋划遥 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
经济袁涉及水尧路尧港尧岸尧产尧城和生
物尧湿地尧环境等多个方面袁是一个

整体袁必须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袁全面
把握尧 统筹谋划遥 只有增强系统思
维袁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尧各项区际政
策尧各领域建设尧各种资源要素袁使
沿江各省市协同作用更明显袁 才能
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
发展尧东中西部互动合作遥 只有增强
发展的统筹度和整体性尧协调性尧可
持续性袁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袁才能把
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尧
交通更顺畅尧经济更协调尧市场更统
一尧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遥

要坚持稳扎稳打袁分步推进袁实
现久久为功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是一个系统工程袁 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遥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袁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袁不可能
一蹴而就遥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袁 就必须从中华民
族长远利益考虑袁共抓大保护尧不搞
大开发遥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袁在发展中保护尧在保
护中发展袁 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的关系遥 有关部门和沿江
省市袁要以勇于担当尧奋发有为的精
神袁以抓铁有痕尧踏石留印的魄力袁
把工作抓实抓好袁 为实施好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而共同奋斗遥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袁也是
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遥 以野功成
不必在我袁功成必定有我冶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袁全面协调协作袁一环紧着
一环拧袁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尧绿色
发展新路子袁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
态效益尧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袁我们的
努力必定功在当代尧利在千秋遥 张倩

消协约谈经营者
有底气更要有力量

五四青年节前夕袁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
时深情寄语青年人袁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袁
广大青年生逢其时袁也重任
在肩遥 广大青年既是追梦
者袁也是圆梦人遥

青年人朝气蓬勃尧风华
正茂袁是国家的未来尧民族
的希望袁是全社会最富有活
力尧 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遥
青年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袁
与国家的沉浮兴衰紧密相
关遥 当前袁野中国号冶巨轮驶
入新的辽阔水域袁广大青年
应当把握机遇尧 锐意进取尧
脚踏实地袁努力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
大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遥

置身于野两个一百年冶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袁追梦
逐梦尧筑梦圆梦成为激荡人
心的高频词袁当代青年建功
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尧梦想
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遥 百年
前袁一代有志青年还在为争
取民族独立尧人民解放苦苦
求索曰百年后袁当代青年有
幸生活在一个信仰奋斗尧鼓
励拼搏的和平时期袁有幸融
入到波澜壮阔尧春潮滚滚的
改革进程袁不仅充分享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袁更积淀起为
梦想执着奋斗的深厚底气与信心遥 白驹
过隙尧韶华易逝袁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正在热切呼唤一切奋进者尧开拓者尧搏击
者遥所谓野诗酒趁年华冶袁广大青年当乘势
而上袁珍惜大好时光袁以时不我待尧只争
朝夕的紧迫感袁以功成不必在我尧功成必
定有我的使命感袁书写出不负时代馈赠尧
不负历史青睐的青春答卷遥

野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
神袁 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
格遥 冶青年兴则国家兴袁青年强则国家强袁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
价值取向遥面对纷繁多变的世情国情尧多
元思潮的交融激荡尧 泥沙俱下的社会现
象袁 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要学会以正确的
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选
择遥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袁每一代青年
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遥 但确定无疑的
是袁个人的理想志愿尧信念追求只有与国
家前途尧民族命运相结合才富有意义袁只
有与社会需要尧 人民利益相一致才得见
真章遥广大青年应勇挑时代重担袁多为人
民做奉献袁 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
有用之才尧 栋梁之材袁 从而留下最为充
实尧温暖尧持久尧无悔的青春回忆遥

蔓蔓日茂袁芝成灵华遥 青年人正处于
学习进步的黄金时期袁要忠于祖国尧忠于
人民袁立鸿鹄志尧做奋斗者袁求真学问尧练
真本领袁知行合一尧做实干家遥 要敢于到
条件艰苦的基层尧国家建设的一线尧项目
攻关的前沿经受锻炼袁以辛勤的汗水尧默
默的耕耘成就非凡业绩尧创造美好生活遥
要善于创新创造袁保持敢闯敢拼的劲头袁
在孕育无限生机的新时代袁 主动掌握新
知识尧熟悉新领域尧开拓新视野袁不断开
辟事业发展新天地遥

野海阔凭鱼跃袁天高任鸟飞遥 冶让我们
以青春之名袁把鲜活尧欢跃而顽强的涓涓
细流袁汇聚成奔腾尧浩荡而宏大的奋进潮
流袁让青春梦与中国梦同频共振尧交相辉
映袁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中大放华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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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树立一盘棋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