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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以客户为中心”“客户至
上”“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理念，促进金融稳定
和业务发展行稳致远，邮储银行韶关市分行近年
来多措并举强化全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客户
满意度稳步提升。2019 年 1-9 月，客户投诉量较去
年同期下降 40%，未发生重大投诉事件。

为 强 化 消 费 者 权
益保护工作的独立性
和 权 威 性 ，2016 年 韶
关市分行成立了消保
工 作 委 员 会 ，对 全 市
消 保 工 作 进 行 统 筹 、
规 划 、部 署 。 消 保 工
作委员会自成立以来
召 开 会 议 20 次 、解 决
消保工作重点难点问
题 34 件 ，所 有 会 议 议
题均实现“有上报、必
解决、快解决”的闭环
处理。

按 照 人 民 银 行 及
上 级 行 统 一 时 间 、统
一原则、统一重点、形
式 多 样 的 工 作 思 路 ，
市邮储银行结合实际
通 过“ 进 社 区 、进 企
业 、进 学 校 、进 乡 村 、

进电视广播”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认
真贯彻“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普
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支付安全与防范电信网络
新型欺诈”等主题宣传服务活动要求。如在今年
9 月“金融知识普及月”中仁化县支行发挥邮银协
同优势，巧借邮车、投递员夹报派送宣传单的形

式共派发了 200 份折页，创新开展“金融知识邮路
宣传”活动，及时将金融知识传递给广大群众，更
好地促进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把提
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做成常态化工作，通过在营业
网点设置“金融知识宣传专栏”、播放宣传视频、
在网点举办微沙龙等形式开展网点客户金融知
识普及，进一步提升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2019
年以来，该行共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 641 次，受
众群众达 14.85 万人次。

该行从明确投诉处理工作职责、加强投诉责任
认定、实施“首问责任制”等进一步完善投诉处理
机制，层层压实责任。另一方面要求投诉事件做
到追根溯源、标本兼治。投诉管理部门定期分析
客户投诉原因，筛选应吸取教训的案例下发各支
行，网点则在晨会中进行角色扮演，做到举一反
三、有效应对。同时，为进一步降低投诉转办，该
行积极推动“以客户为中心”与“优质服务”理念落
地，要求所有员工要守初心、担使命，践行“人民邮
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面对棘手问题绝不推诿，
弄不清楚的问题不随便答复，及时请示，寻求最佳
解决方案。此外，还要求做好监管单位的沟通汇
报工作，通过行长、分管行长等领导定期不定期走
访交流，对标同业先进，更好地做好消保工作。通
过全行一盘棋，群策群力，解决客户诉求，从根源
上真正减少投诉的发生。

该行充分发挥内部经营绩效考核在规范一线
经营机构的业务行为中的作用，将投诉管理纳入
经营绩效考核评价制度体系，综合考量投诉处理
质量、效率和金融消费者满意度，促进消保工作制
度融入、业务融入、行为融入，全面调动员工遵章
守则自觉性，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最终实现提高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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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韶关市分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本报讯 针对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围绕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保健
食品虚假宣传、校园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
四大重点环节，我市开展了食品安全问题联合整
治行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焦点问题
得到有效治理和整治，韶关食品安全状况进一步
提升。

实施食品生产“马上受理、马上启动”许可制
度。按照打造“标准高、水平好、审批少、速度快、服
务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自我革命、自我加压，在形
式审查的行政审批事项“马上就办，马上办好”的基
础上，通过授权、减少审批环节，引入容缺办理等创
新机制，压缩了行政审批时限，食品生产许可由原办
理流程环节 6个，改革前承诺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现承诺办理时限压缩为 5个工作日以内。

开展城区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率先
在韶关市城区 80%学校周边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
创建行动以来，我市大力整治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环境，落实学生营养改善和陪餐制度，全市各类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等级 A 级 250 家，占 31.25%；B 级 550
家，占 68.75%。实现“明厨亮灶”覆盖率 100%，78.4%
的学校饭堂实现自营，筑牢安全防线。

坚持“打、防、联”综合整治保健食品。“打”就是
坚持打击不间断，出台了加强保健食品非法会议营
销线索巡查有关制度,开展无缝隙排查；强化“市场+
公安”衔接力度，建立定期案件会商制度，与公安部
门定期进行案件会商，探索提前介入衔接机制。“防”
就是坚持科普宣传不懈怠。积极开展保健食品“五
进”活动，累计举办“五进”科普宣传 224 场次，受众
达 5万余人次。创建惠民西、花城、启明等 20多个保
健食品科普示范社区，开辟“一栏”（保健食品安全宣
传栏）、“一角”（保健食品安全知识读书角）、“一报”
（社区简报）、“一课”（保健食品安全讲座课堂）等科
普平台。“联”就是坚持社会共治不放松。推动形成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制度，市局累计双随机抽查保
健食品经营单位 96家，组织开展了“保健食品科普主
题日”活动。

全面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整治“321”行
动。在联合行动中，农业农村部门结合韶关实际重
点推进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321”行动（开展生

猪屠宰专项整治、开展农药兽药专项整治、开展水产
品兽药残留专项整治等 3项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与监督抽查等 2项监测抽样行
动，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质量 1项对标整治行
动），累计整治行动共检查生产经营主体 2413家次，
出动执法人员 5934 人次，查处问题 20 起，移送司法
案件 1 起，取缔无证照企业 1 家，开展指导培训 1240
人次。

在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专项行动中，从 7 月
16 日以来查获涉嫌走私进口冻肉案件共 5 宗，查扣

走私冻肉 6815 件，共 126.9 吨，案值约 203.04 万元；
联合相关缉私部门从 7月以来，对乐昌市、南雄市罚
没的 2 批走私冻肉（共 10 宗案件）依法无害化销毁
处理，销毁冻肉共 246.85 吨，有效地保障了群众的
健康安全。

实习生 陈津

我市开展食品安全问题联合整治行动

打造人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

多部门联合销毁无合法来源走私冻肉。

图片由韶关市市场监管局提供

执法人员对校园周边士多店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图片由韶关市市场监管局提供

邮储银行开展金融消费权益宣传活动现场。

中消协近日发布了对全国 36个城市 148个住

宅小区的物业调查报告，其中，物业服务综合满意

度得分仅为 62.59分，处于及格水平。其中，“保洁

服务”处于不及格水平，得分仅为57.34分。因乱养

宠物、无序停车、门禁失效、客服不作为等问题，秩

序管理和客户服务管理得分也相对较低，分别为

59.35分和54.47分，同样处于不及格水平。

这次中消协指出的问题，主要是前期物业事实

垄断、小区公共收益去向不明、小区保安形同虚设、

安全设施损坏，等等。分析问题成因可以发现，主

要原因一个是物业太强势，甚至“反客为主”；另一

个是相关制度政策或滞后，或有待完善。

以前期物业管理的垄断问题来说，不管是物业

与开发商合谋，还是开发商指定物业企业的委托

权，都存在经营者钻政策空子，而业主权利不在位

的问题。相关法规赋予了开发商对前期物业管理

企业的“绝对指定权”，物业公司当然要讨好开发

商了，两家想不合谋都不行。很多开发商旗下本

就有物业公司，然后是“自己指定自己”或“老子指

定儿子”。如果换一种模式，在政府部门主持或监

督下，对前期物业公开招标，同时设置一种包括业

主参加的评价机制，以决定前期物业企业的去留，

或许是避免垄断或利益合谋的一种办法。

前期物业的选聘非常重要，一旦进驻，日后业

主们想要更改并非易事。所以是“说不得轰不

走”——组建业委会不易，召集业主大会不易，组

织投票决定重大事项更不易。

理论上说，物业与业主之间是契约关系，但事实

上，不论契约的设定还是履行，开发商与物业都占据

一定的主导地位。即便契约条款明摆在那儿，业主

们仍很难有效制约物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业主们不喜欢的物业公司之所以轰不走，最大

的问题是法律程序的门槛高，集齐半数以上业主表

决，谈何容易。而上法庭，则需要具备法人资格；业

委会可以具有法人资格，但成立业委会仍需半数以

上业主投票。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为一句话：松散

的业主，导致了契约不彰，维权艰难。

住宅小区管理是社会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其中

既有业主与物业之间的法律契约关系，也少不了政

府和社区组织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而小区是否和

谐、矛盾纠纷能否通过正常途径依法依约解决，某种

程度上也是对公共管理水平的检验。换个角度说，

住宅小区里的矛盾纠纷，很多问题都因为业主一方

的民事主体形式的原因，而属于非典型民事问题，因

而不能要求双方逢事就找法院。小区和谐，业主与

物业间契约的有效履行，目前来说，离不开相关部门

的积极协调与有效监管。 马涤明

秋高气爽，正是周末出游的好时候。对于博
物馆和文物建筑旅游景区的消防安全自查标准有
哪些？韶关消防部门提醒相关单位，可对照下列
规定进行自查。

1. 焚香、觐香、点蜡、长明灯区周边禁止堆放
杂物，与其他区域做有效隔离，不应将焚香、觐香、
点蜡、长明灯器具直接放置在可燃易燃物上。

2. 文物建筑被居民占用，在文物木质本体结
构中，严禁使用明火做饭的行为。

3.游客或工作人员不应携带打火机、火柴、香
烟进入博物馆和文物建筑内，严格控制火源。

4.照明、展览背景灯光不应长时间通电，不超
年限使用，定期进行检查并及时更换。

5. 电气线穿管保护，不应直接敷设在文物木
质结构本体上。

6. 博物馆和文物建筑修缮不宜使用电气焊、
防水修护等明火作业行为，如需使用，应落实防护
措施。

7.博物馆和文物建筑内不应使用卤钨灯等高
温照明灯具和电炉等大功率电加热器具。

8. 博物馆和文物建筑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危
险物品，严禁电动车乱停乱放、违规充电。 邵消

物业管理满意度低
根源是维权难

消防安全自查——
博物馆和文物建筑篇

受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我中心以网上交易
方式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交易宗地
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宗地概况详见附表：
二、宗地的公告、申购及交易时间：
网上交易公告时间：从 2019年 11月 8日至 2019

年 11月 27日；网上交易时间：从 2019年 11月 28日至
2019 年 12 月 10 日止，网上申购（报名）截止时间：
2019 年 12 月 8 日 17 时止；竞买保证金缴交截止时
间：2019年 12月 9日 17时止。

三、竞买人资格及竞买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
四、注意事项：
1.本次网上交易通过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平台的国土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jyzx.sg.gov.
cn/）进行。竞买申请人必须先行办理 CA数字证书，
才能登陆交易系统参加网上交易活动。（交易系统
CA数字证书受理点：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韶关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办事大厅内，咨询电话：0751-
8379671；联系人：巫小姐。）

2. 本次交易宗地的申购方式、竞买保证金缴纳
方式等详细情况和具体要求详见交易宗地的《韶关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须知》（交易序
号: 2019SG190-192）及其所附的《韶关市 XH03-01-
03、XH03-01-05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方案》《韶关市芙蓉新城 XL0527-01 号地块交
易方案》，有意竞买人可直接登陆到韶关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平台查阅及下载（网址：http://jyzx.sg.gov.
cn/）。

3. 有意竞买人应详尽阅读交易方案和交易须
知，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交易宗地的交易方案
和交易须知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4. 本次网上交易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电子
邮件及口头报价。

五、联系方式
出让人名称：韶关市自然资源局
地址：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芙蓉园
联系电话：0751-8759615 联系人：潘先生
交易机构名称：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韶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联系电话：0751-8379655 联系人：杨先生
国土资源交易系统技术支持电话：0751-8379657

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1月8日

韶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出让公告
韶地出让告字[2019]095号

附表一：

交易
序号

2019
SG190
2019
SG191
2019
SG192

主要规划控制指标/出让条件要求必达指标

交易
序号

2019
SG190

2019
SG191

2019
SG192

备注

宗地
编号

2019
A43
2019
A44
2019
A45

宗地
编号

2019
A43

2019
A44

2019
A45

1.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等指标计算以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依据。建筑高度及其他指标情况详见规划条
件。2.确定竞得人方式：价高者得。3.增价幅度为 50万元。4.本次公开交易采取网上交易的方式进行。5.交易项
目未完成土地平整，具备施工设备与人员进场的道路、施工所需的供水和供电等动工开发所需的基本条件，未具
备排污设施。6.交易序号 2019SG190-2019SG191交易项目须符合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的要求。

项目名称

韶关市 XH03-01-
03号地块

韶关市 XH03-01-
05号地块

韶 关 市 芙 蓉 新 城
XL0527-01号地块

容积率

＞1.0≤2.3

＞1.0≤2.3

≤2.0

规划建设
用地面积
（㎡）

71008

17927

18567

建筑
密度

≤40%

≤40%

≤55%

土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兼容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兼容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金融保险用地

绿地率

≥30%

≥30%

≥15%

出让
起始价
（万元）

30214

7628

8949

估价报告备案号

4411619BA0099、4416219BA0131、
4416019IA0169、4409519BA0316、
4406419BB0240
4416219BA0132、4416019IA0170、
4409519BA0317、4411619BA0100、
4406419BA0241
4417619BA0658、4409519BA0315、
4416119BA0117、4411619BA0098、
4416419BA0053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6100

1600

1800

交易截止时间

2019年 12月 10日
15时止

2019年 12月 10日
15时 30分止

2019年 12月 10日
16时止

土地使用
年限（年）

商业 40、
住宅 70

商业 40、
住宅 70

商业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