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10 关注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 邹娜 美编 宁付兴 值班主任 韩延浩

□半岛记者 高勇男

诚信，是一种品格，是一种责任，是
人与业、民与国安身立命之根本。一年一
度的3·15到来，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
2019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信用让消费
更放心”，这是对消费领域信用体系的呼
唤，也是对放心消费环境的期盼。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
广泛，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由“从无到有”
向“从有到好”迈进，对商品及服务的质
量、安全、效能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消费领域假冒伪劣、虚假宣
传、支付风险、信息泄露、霸王条款等损
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经营
者信用缺失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消费
者的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监督
权等还得不到充分实现，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信心，制约
着消费潜力的进一步扩大与消费市场的
高质量发展。
2019年3·15期间，本报联合有关

部门启动3·15城阳区大型消费信用调
查，以权威报媒的超强公信力与全媒体
影响力，进一步加快消费领域信用体系

建设，使消费者愿消费、敢消费；倡导经
营者依法诚信经营，用诚实守信打造品
牌形象；引导消费者依法主张自身权益，
积极行使监督权，让消费者愿监督、敢监
督、能监督。

天天3·15，等您来报料

天天3·15，案说消费，记者帮办，维
权共治我们和您一起。为了更好地净
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维权
意识，本报即日起征集消费维权线索。
如果您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受害者，或
遇到消费陷阱，或者了解相关黑幕和
其他潜规则，希望您能勇敢地站出来，
本报会认真对待每一条征集到的线索，
随后会安排记者深入调查、采访，曝光各
种消费侵权行为，和市民一起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维权热线：66733311。您也可以扫

码关注半岛都市报城阳新闻官方微信，
微信留言反映您的维权难题。

对话3·15，城阳V视诚信宣言

对话3·15，记者手记，诚信宣言，标
点企业城阳V视宣言。人无信不立，事无
信不成，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威。我们
向广大消费者郑重承诺：以诚立身，以信
兴业，将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
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积极响应
并投身推动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让
消费更放心……日前，半岛都市报《城阳
新闻》与城阳V视面向全区典范行业企
业开始征集诚信宣言。宣言即态度，是对
企业品牌自信的态度，是对消费者负责
任的态度。

阳光3·15，放心消费诚
信企业评展

信用，对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不可或
缺。信用是一个企业最珍贵的资源、最核
心的竞争力，是吸引顾客、赢得市场最有
用的法宝之一。信用是消费选择最有效
的催化剂，是消费信心最有力的助推器。
为了更好地倡导恪守信用，2019城

阳区放心消费诚信企业评展暨城阳区企
业消费征信活动日前启动，旨在配合众
多商家有效地塑造品牌形象,打造企业

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让消费者更好地
了解品牌，从而建立消费者对企业的信
心，增加企业的信心度。
我们号召广大企业以及消费者共同

参与到诚信宣言与评展中来，相互监督，
传播正能量，共同打造“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让我们一起发现标点城阳诚信企
业，共同提升城阳各行业的道德素质、品
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放心的消费导向。
您可以扫码关注半岛都市报城阳新

闻官方微信，为您心中的放心消费诚信
企业、品牌投出宝贵的一票，也可通过官
方微信留言反馈您对于某一企业的投诉
与意见。

2019青岛(城阳区)放心消
费诚信房产企业入围

A01 青岛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A02 山东旭辉银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A03 青岛海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A04 青岛龙湖置业拓展有限公司
A05 青岛蔚蓝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A06 青岛鑫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A07 青岛华地置业有限公司
A08 青岛天一仁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A09 青岛青特置业有限公司
A10 青岛鲁昊置业有限公司
A11 青岛城阳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12 青岛鸿基盛隆置业有限公司

2019青岛(城阳区)放心消
费诚信品牌楼盘入围

B01 万科·金域华府
B02 鑫江·合院
B03 青特地铁·花屿城
B04 天一仁和·智慧之城
B05 天一仁和·印象
B06 天一仁和·财富中心
B07 天一仁和·天境
B08 华地·仟佰墅
B09 泰豪国际广场
B10 蔚蓝创新天地
B11 龙湖·舜山府
B12 旭辉银盛泰·博观一品
B13 旭辉银盛泰·正阳府
B14 鲁昊·棠琳湾
B15 海信·观澜
B16 海信·正阳中心
B17 昆仑府

2019青岛(城阳区)放心消
费诚信家居卖场/建材/装饰/工艺
品公司入围

C01 青岛启城建材批发市场
C02 红星美凯龙城阳商场
C03 弘阳家居
C04 业之峰装饰城阳店
C05 青岛筑空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C06 青岛顺风顺水装饰有限公司
C07 青岛鼎峰大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C08 升达地板
C09 东鹏瓷砖
C10 尚品本色木门
C11 拉迷全屋制定
C12 老王品牌红木
C13 大自然木门
C14 青岛紫康工艺品有限公司
C15 青岛华祥铜材有限公司
C16 青岛浩泽工艺品有限公司
C17 青岛东健工艺品有限公司

2019青岛(城阳区)放心消费
诚信汽车品牌/汽车服务商入围

D01 青岛中升仕豪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D02 青岛中升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D03 青岛同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D04 青岛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D05 爱车领航汽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2019青岛(城阳区)放心消
费诚信商业服务业品牌入围

E01 利群集团城阳购物广场
E02 青岛洁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03 青岛利客来集团城阳购物广场
E04 青岛国货汇海丽达购物中心
E05 青岛家佳源城阳购物中心
E06 青岛城阳华润万象汇
E07 青岛鑫江东方城购物中心
E08 中联电子信息城

E09 青岛润东茶都(茶业、茶具)批发
市场
E10 城阳宝龙广场
E11 青岛蒙娜丽莎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E12 青岛矢乔美的旗舰店
E13 青岛风车小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E14 青岛风车佳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E15 青岛城阳区工艺品协会
E16 青岛爱丽丝珠宝有限公司
E17 万业诚信联盟
E18 城中城购物广场
E19 空间8度量贩式KTV城阳店
E20 现代眼镜批发城
E21 去哪儿旅行城阳直营店
E22 五四国际创意设计
E23 青岛柏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E24 瑞银信青岛分公司（POS机）
E25 蒂衣量品·蒂定制西装
E26 Marry in婚礼婚纱定制
E27 关爱母婴
E28 东影时代影城水悦城店

2019青岛(城阳区)放心消
费诚信食品品牌/餐饮酒店入围

F01 青岛鑫复盛餐饮有限公司
F02 青岛于家酒业有限公司
F03 青岛市李村脂渣食品有限公司
F04 青岛景园假日酒店
F05 城阳小院
F06 名蟹行大闸蟹
F07 重庆德庄火锅
F08 铜滋铜味重庆火锅
F09 韩牛名家
F10 火婆娘火锅
F11 荣大生鲜
F12 城阳都霖茶苑绿雪芽茶专营店
F13 青岛鹏程达酒业
F14 华亿春酒店·尚品河豚
F15 郅道京鲁食坊

2019青岛(城阳区)放心消
费诚信健康医疗机构入围

G01 城阳区人民医院
G02 城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G03 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
G04 城阳玛丽妇儿医院
G05 青岛莲池妇婴医院
G06 青岛奥维斯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G07 全时健身
G08 青岛崇文口腔
G09 青岛中康正阳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G10 青岛市城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G11 青岛城阳区惜福老年公寓
G12 青岛市城阳区祥瑞老年公寓
G13 青岛新泰康养老院
G14 青岛城阳祥贺老年公寓
G15 月兮瑜伽
G16 爱医美整形
G17 青岛二十八度游泳健身汇馆
G18 城阳区花容月貌美容服务中心
G19 青岛邦尔通中医馆有限公司城阳
分公司

2019青岛(城阳区)放心消
费诚信教育机构入围

H01 青岛国开第一中学
H02 青岛国开中学国际部
H03 青岛新东方语言培训学校
H04 青岛华兴日语专修学校
H05 青岛天言韩国语
H06 城阳任云书院
H07 中国书法青岛创作培训基地
H08 青岛市城阳区晴弈象棋俱乐部
H09 青岛学倍乐国际少儿英语
H10 锦之铭美学馆
H11 青岛仕迪右脑教育科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3·15放心消费诚信企业由您来定
2019年度3·15城阳区大型消费信用调查进行中

关注·留言·报料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入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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