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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季度全区市场监管
投诉举报数据统计分析报告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第三季度，全区 12315 系统共登记受理各类投诉、

举报和咨询 7246 件，其中，投诉 5212 件，占 71.9%，较去年同

期下降 38%；举报 1978 件，占 27.3%，较全年同期下降 26%；咨

询 56 件，占 0.8%。截止 10 月 31 日，已办结 6633 件，办结率

91.5%，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额 161.39 万元。

表一：2022 年第三季度全区 12315 平台受理量(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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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21 年-2022 年第三季度全区 12315 受理量同比图(单位：件）

从接诉渠道看，2022 年第三季度转录各地政务服务 12345

热线交办 3059 件，占 42.2%；消费者线上自行登记 4181 件，占

57.7%，其中：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 1221 件、微信小程序 1502

件、公众号 114 件、支付宝小程序 62 件，APP1259 件、百度小程

序 23 件；来人来函 6 件，占 0.1%。

表三：2022 年第三季度全区 12315 平台诉求来源分类图（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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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上看，2022 年第三季度，各地受理量依次为：

银川市 3191 件，占 44%；石嘴山市 1129 件，占 16%；吴忠市 1327

件，占 18%；固原市 1109 件，占 15%；中卫市 448 件，占 6%；

其他 42 件，占 1%。

表四：2022 年第三季度各市 12315 月受理量统计表(单位：件）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银川 1192 1015 984

石嘴山 425 394 310

吴忠 199 642 486

固原 379 404 326

中卫 140 151 157

二、投诉情况

2022 年第三季度受理投诉 5212 件，与 2021 年同期（8356

件）相比，减少 3144 件，同比下降 38%。投诉量较多的有一般

食品、服装鞋帽、餐饮服务、宾馆住宿服务等，相关投诉共 381

件，占投诉总量的 7.3%，主要涉及问题有：食品变质、食品含有

异物、餐饮卫生、商品价格、商品标识及合同条款等。

【商品类】共计 3229 件，占投诉总量 62%。

前五位的商品类投诉有：一般食品 1119 件、其他商品 291

件、服装鞋帽 206 件、交通工具 204 件、烟酒和饮料 186 件，分

别占商品类投诉的 34.7%、9%、6.4%、6.3%、5.8%。与 2021 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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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比，一般食品仍是商品类投诉重点与热点。

表五：2021 年-2022 年第三季度商品类投诉量TOP10 同比图(单位：件）

【服务类】共计 1983 件，占投诉总量 38%。

前五位的服务类投诉有：餐饮和住宿服务 737 件、其他服务

209 件、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187 件、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162 件，

教育培训服务 106 件，分别占服务类投诉的 37.2%、10.5%、9.4%、

8.2%、5.3%。与 2021 年同期相比，餐饮和住宿服务仍为投诉的重

点，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排名下降 2 位。

表六：2021 年-2022 年第三季度服务类投诉量TOP10 同比图(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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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热点：

1.一般食品类问题仍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2022 年第三季

度，受理一般食品诉求 1119 件，占投诉总量的 21%。主要问题

有：一是食品包装标签标识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二是经营腐败

变质、生虫、有异味、混有毛发等食品或者乳制品混有异物、感

官性状异常的食品；三是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四是食品经营

场所不能持续保持应当具备的环境条件、卫生要素；五是销售的

散装食品、水果、蔬菜等未明码标价或者短斤少两。

2.餐饮和住宿服务类问题继续“领跑”靠前。2022 年第三季

度受理餐饮和住宿服务类投诉 737 件，占投诉总量的 14%。主要

问题有：一是堂食或外卖配送的食物有异物、异味或食材变质；

二是经营场所卫生环境差，商家服务态度恶劣；三是商家未明码

标价；四是商家收取包厢费、开瓶服务费以及拒绝外带酒水等引

争议；五是住宿酒店不能按约定提供服务，商家未履行网络预订

套餐内协议、预定后随意涨价、退费不到位、酒店卫生环境差、

服务态度差等问题。

3.服装、鞋帽类日常消费投诉仍属常见。2022 年第三季度，

受理服装、鞋帽类投诉 206 件，占商品类投诉 6.4%。投诉问题主

要包括消费者购买的服装、鞋帽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情况，

以及商家不履行售后“三包”义务等。

三、举报情况

2022 年第三季度受理举报 1978 件，比 2021 年同期（2675

件）下降 26%，其中，商品类举报 1333 件，占比 67.4%，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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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 645 件，占比 32.6%。从举报涉及问题看，前三位是：广告

违法行为 892 件，占举报总量 45.1%；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252

件，占举报总量 12.7%；食品违法行为 214 件，占举报总量 10.8%。

表七：2022 年第三季度举报涉及问题TOP10 分类图(单位：件）

举报热点：

1.广告违法行为举报位居榜首。举报问题涉及一般食品、保

健品、药品、医疗器械、电子商务等商品和服务领域。其中保健

品广告以网购相关举报为主，药品和医疗器械广告以电视购物相

关举报居多，且其中多有职业索赔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索

赔。广告举报反映的主要问题有：商家夸大宣传产品的效果，或

产品的性能、用途、成分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存在使用“绝

对化广告用语”和“虚假宣传”等涉嫌违法行为。

2.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点多面广。举报问题涉及餐饮、酒店、

服装、电子产品、电动车等诸多方面。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

商家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要求的食品；二是商家超出食品

经营许可证核准范围加工、销售食品；三是餐饮或美容美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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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类服务中，商家不履行服务约定或变相修改服务合同约定内

容；四是消费者购买的服装、电动车、电子产品等出现故障时，

商家故意拖延或无故拒绝三包售后服务等情况。

3.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备受关注。举报问题涉及流通环节和服

务环节问题居多，其次是生产环节。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网

购的食品是三无产品，夸大宣传一般食品具有保健、养生功效；

二是食品成份表与实际不符，非法添加禁止成份或虚标成份含

量；三是餐饮场所卫生条件差、餐具不洁，食品制作人员操作不

规范等问题。

四、咨询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消费者咨询市场监管领域的问题主要有：

食品问题、商品的质量和价格、销售服务、餐饮和住宿服务、预

付费消费、相关投诉举报处理进程等。咨询非市场监管领域的问

题有：教育培训、旅游服务、快递物流服务、医疗美容、单用途

预付卡、疫情防控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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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厅领导

抄送：厅机关各处室，厅属各单位，驻厅纪检监察组，各市县市场监

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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