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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全区市场监管

投诉举报数据统计分析报告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度，全区 12315 系统共登记受理各类投诉、举报和

咨询 24847 件，其中，投诉 17448 件，占 70.2%，较去年（27932

件）下降 38%；举报 7080 件，占 28.5%，较去年（8743 件）下

降 19%；咨询 304 件，占 1.2%，其他 15 件，占 0.1%。已办结 24004

件，办结率 96.6%，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额 65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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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22 年度全区 12315 平台受理量(单位：件）

表二：2021 年-2022 年全区 12315 受理量同比图(单位：件）

从接诉渠道看，2022 年转录各地政务服务 12345 热线交办

10135 件，占 40.8%；消费者线上自行登记 14679 件，占 59.1%，

其中：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 4275 件、微信小程序 5157 件、公

众号 500 件、支付宝小程序 389 件、APP4244 件、百度小程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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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他 15 件；来人来函 33 件，占 0.1%。

表三：2022 年度全区 12315 平台诉求来源分类图（单位：件）

从区域分布上看，2022 年度，各地受理量依次为：自治区

12345 转办 256 件，占 1.0%；银川市 11656 件，占 46.9%；石嘴

山市 3585 件，占 14.4%；吴忠市 3643 件，占 14.7%；固原市 3626

件，占 14.6%；中卫市 1951 件，占 7.9%；其他 130 件，占 0.5%。

二、咨询情况

2022 年，全区 12315 平台登记咨询 304 件，咨询的热点问

题主要有：

1.年末咨询量最多的是口罩、药品等防疫物资的价格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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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等问题;

2.因降温家里暖气不热，消费者咨询维权渠道;

3.消费者认为有属于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及服务项目商家

定价不合理;

4.消费者咨询投诉需要提供的证据及处理渠道、处理时限等;

5.消费者咨询异地网络消费维权渠道。

三、投诉情况

2022 年度受理投诉 17448 件，较 2021 年下降 38%。投诉量

较多的有一般食品、服装鞋帽、烟酒和饮料、餐饮宾馆住宿服务、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等，相关投诉共 7835 件，占投诉量的 45%，

主要涉及问题有：食品混有异物、食品变质、服装鞋帽质量与售

后、烟酒质量、餐饮卫生、宾馆住宿价格、美容美发洗浴服务质

量和预付费消费等问题。

【商品类】共计 10863 件，占投诉总量 62%。

前五位的商品类投诉有：一般食品 3945 件、其他商品 949

件、服装鞋帽 831 件、交通工具 696 件、烟酒和饮料 612 件，分

别占商品类投诉的 36.3%、8.7%、7.6%、6.4%、5.6%。与 2021 年

同期相比，一般食品仍是商品类投诉的重点与热点，服装鞋帽投

诉排名上升 1 位，交通工具投诉排名下降 1 位，烟酒和饮料投诉

排名上升 1 位，其他商品排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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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21 年-2022 年商品类投诉量TOP10 同比图(单位：件）

【服务类】共计 6410 件，占投诉总量 37%。

前五位的服务类投诉有：餐饮和住宿服务 1884 件、教育培

训服务 663 件、其他服务 657 件、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563 件、文

化娱乐体育服务 502 件，分别占服务类投诉的 29.4%、10.3%、10.2%、

8.8%、7.8%。与 2021 年同期相比，餐饮和住宿服务投诉量仍然

最多，教育培训服务投诉排名上升 4 位，其他服务投诉排名上升

1 位，美容美发洗浴服务投诉排名下降 2 位，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投诉排名下降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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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21 年-2022 年服务类投诉量TOP10 同比图(单位：件）

四、举报情况

2022 年,受理举报 7080 件，较 2021 年下降 19%，其中，商

品类举报 4672 件，占比 66%，服务类举报 2391 件，占比 34%。

从举报涉及问题看，前五位分别是：广告违法行为 3081 件，占

举报总量 43.5%；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987 件，占举报总量 13.9%；

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725 件，占举报总量 10.2%，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 628 件，占举报总量 8.9%；价格违法行为 338 件，占举报总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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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022 年度举报涉及问题TOP10 分类图(单位：件）

五、投诉举报热点

2022 年，全区 12315 平台投诉举报数据显示，消费者高度

关注食品安全、食品卫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餐饮、美容美

发、文体娱乐服务纠纷及服装鞋帽、家用汽车等商品质量、售后

问题位居消费投诉前列，教育培训退费相关投诉仍居高不下，防

疫用品供求矛盾、价格异议在一段时期也较为突出。此外，线上

消费相关投诉呈明显增长趋势，除网购纠纷外，商家线上促销推

广活动不兑现优惠券、不履行承诺、微信朋友圈个人交易纠纷等

问题频发，医美行业虚假宣传，以及风靡一时的盲盒消费也因产

品质量良莠不齐、售后服务无法保障等问题引发较多争议。

（一）一般食品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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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般食品投诉举报 6010 件，占投诉举报总量 25%，

较去年增加了 29%。主要集中在食品质量、食品卫生方面，涉及

经营主体有商场超市、小型食品经营店、餐饮店以及网络销售平

台等。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食品中含有异物；二是食品变质

过期；三是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要求或是三无产品等；四是通过

各平台购买的抵用券无法使用或与明示使用规则不符的情况。此

外，因小规模食品经营者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不足，往

往被职业索赔人以其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销售过期食品等

问题进行投诉举报，索取高额赔偿。

（二）餐饮和住宿服务投诉举报

2022 年，餐饮和住宿服务投诉举报 2271 件，占投诉举报总

量 9%，较去年增加了 13%。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餐饮经营场

所卫生环境差，商家服务态度恶劣；二是住宿房间卫生不达标等

引发退房纠纷；三是节假日期间，商家在未提前明示的情况下限

制团购券或优惠券使用，临时加价、擅自变更服务内容等。

（三）美容美发洗浴服务投诉举报

2022 年，美容美发洗浴服务投诉举报 971 件，占投诉举报

总量 4%，较去年增加了 254 件。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消费

后实际收费与宣传价格不一致；二是消费者充值储值卡后，商家

倒闭、转让，余款难追；三是消费者购买商家在网络平台销售的

抵用券后，商家拒绝按照承诺履行服务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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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装鞋帽类投诉举报

2022 年，服装鞋帽类投诉举报 908 件，占投诉举报总量 4%，

同比增长 16.3%。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如服装做工粗糙、开线、掉色、面料成分不实、纺织品缩水，鞋

类表皮开裂、脱胶、断底等；二是商家不履行“三包”义务，三

包期内能修不换、能换不退，退货时也往往推诿延迟给付现金等。

（五）教育培训退费投诉举报

2022 年，教育培训服务投诉举报 778 件，占投诉举报总量

3%，同比增长 71%。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教育培训机构以高

折扣诱导消费者预付按次、按年计课程费，要求退款时推诿扯皮；

二是教育培训机构虚假宣传，实际教学师资、环境、时长等服务

内容与宣传承诺不符；三是教育培训机构以“保过班不过全额退

费”等噱头吸引学生缴纳高额学习费用，过后以经营主体不在本

地、无钱退费，乃至关门歇业等方式推诿履行退费承诺等。

（六）交通工具投诉举报

2022 年，交通工具类投诉举报 759 件，比去年投诉量（838

件）略有下降，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经销商未按约定时间、

车型等提供车辆、宣传与实际不符、不兑现服务承诺、拖延退款

等；二是汽车三包期内，车辆出现发动机抖动、漏油、变速箱异

响等严重质量问题，商家推诿履行法定三包义务；三是售后维修

技术参差不齐、换件及具体服务内容、价格等公示不明、告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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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等。

（七）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投诉举报

2022 年，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投诉举报 554 件，重点集中在

健身行业预付费消费中商家不履行服务承诺、擅自变更经营主体

或卷款跑路导致消费者退费难等。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经营

者无法实现向消费者承诺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服务，以各种理由搪

塞拖延；二是经营者利用格式合同单方设定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

款，减轻或规避自身责任；三是经营场所突然关闭或经营主体变

更时，债权债务不做妥善处理，对消费者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

（八）医美服务投诉举报

2022 年，医美服务投诉举报 476 件，较 2021 年增加了 373

件。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医美服务机构未取得《医疗广告审

查证明》，擅自发布医疗美容广告，或广告虚假宣传、夸大功效；

二是医美手术不满意退费纠纷；三是美容、整形服务项目未明码

标价等。

（九）防疫用品投诉举报

2022 年，受疫情影响，涉及药品、医疗器械等防疫用品相

关投诉举报增长明显，共 738 件，同比增长 29%。反映的主要问

题有：一是涉疫用品市场需求量大，一段时期内供求矛盾紧张，

如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N95 口罩、医疗器械、消毒液等热销产

品存量紧缺，价格出现明显波动；二是个别药店强制消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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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等防疫用品时必须同时购买其他类

商品。

（十）盲盒投诉举报

2022 年，盲盒消费投诉举报 87 件，同比激增 14.5 倍。反映

的主要问题聚焦在盲盒产品质量差、商家虚假宣传，以“限

量”“热款”等诱导购买，不按约定时间发货、售后服务差等方

面。盲盒消费因其销售方式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等特点，消费者

购买此类产品时存在较大交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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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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市场监督投诉举报中心 2023 年 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