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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四成网友认为社会组织
有能力参与消费公益诉讼

截至 3月 25日 9时

我国每年
造林 1 亿亩左右

据新华网消息，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实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每年的造林面
积都在 1 亿亩左右，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与改革
开放前相比，我国森林面积增加了 80%。

点评： 国土绿化行动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尤其是后期管护与发展。

河北设立退役军人
管理服务中心 206 个

据《人民日报》消息，截至目前，河北省市县三级
设立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中心共 206 个， 乡村两级设
立服务站共 55646 个。2018 年，河北省为 57.6 万余名
有技能的退役军人建立数据库， 有组织地向用人单
位推荐。

点评：社会组织、社工应该参与到退役军人服务
中，实施专业的公益项目。

印度富豪
捐赠市值 5000 亿卢比股票

据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富豪阿齐姆·普雷姆吉最
近捐赠市值相当于 5275 亿印度卢比（约合 514 亿元
人民币）的股票给其个人名下慈善组织，成为印度单
笔捐赠最慷慨之人。 现年 74 岁的普雷姆吉是印度信
息产业巨头维布络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是参与“捐
助承诺”运动的第一个印度人。

点评：富豪将财富捐赠到基金会已经成为一种
国际常态 ，公益行业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回应这一
趋势 。

海关查证
超 30 万吨走私洋垃圾

据新华社消息， 海关总署 3 月 22 日针对洋垃圾
走私启动“蓝天 2019”专项第一轮集中行动，出警近千
人，抓获 115 名犯罪嫌疑人，查证废塑料、废矿渣等各
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涉案货物 33.81 万吨。

点评：要通过持续整治打击 ，遏制洋垃圾走私势
头，坚决将洋垃圾封堵在国门之外。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3月 22日 舜元集团 400万元 文化礼堂建设 绍兴市滨海新城沥海镇郭
渎村

2019年 3月 22日 中国人寿忻州分公司 120万元 教育扶贫 忻州市慈善总会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019 年 3 月 22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皮磊

3 月 19 日， 在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村， 黄宜印
（左）与助手王扬清搬运电影播放设备。 近年来，天柱
县设立农村公益电影补助款，为山区群众免费播放电
影，并利用播放电影的时机，向群众宣传脱贫攻坚政
策。 2018 年全年，天柱县的 14 个公益电影放映员，给
全县 315 个村播放公益电影 3979 场。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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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曰 ：无疑 ，公益
诉 讼 的 范 围 进 一 步 扩
大 ， 是我国法制建设的
进步 ， 但关于其公益诉
讼主体———消费者协会
是否可以高效 、 快捷地
履行其诉讼职能 ， 还需
依赖两点 ： 一是消协的
诉讼业务水平是否可以
达标 ， 二是法院的审理
效率是否能够提高 。 而
公益诉讼是否会比通过
行 政 机 关 维 权 更 加 快
捷 、便民 ，也是需要通过
实践检验的 。

月涌星亦垂：消协不
诉讼不作为谁来监督？

材物村-寒心 ：为什
么只有消协 ？ 其他公益
组织也应该可以才对 ！！

1、在消费过程中遇到自身权益受损问题，你会如何处理？
A、找商家协商；42.49%
B、通过法律途径维权；35.02%
C、找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19.70%
D、自认倒霉。 2.79%

2、 你认为消费者协会能否帮助自己解决消费维权
问题？

A、尝试过找消协，但收效甚微；27.76%
B、通过消协维权要比自己维权更有把握；51.24%
C、通过消协维权可能费时费力；14.83%
D、不知道如何联系消协组织。 6.17%

3、 你觉得赋予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消费公益
诉讼的主体资格是否可行？

A、可行，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能够在更大程度上
帮助消费者维权；33.43%

B、可行，社会组织有很多优势，可以胜任消费公益
诉讼；43.58%

C、可以先进行小范围试点；17.22%
D、不确定，有待实践检验。 5.77%

今年央视 3·15 晚会曝光了很
多令触目惊心的假冒伪劣产品，
其中关于食品和药品的内容更是
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如何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很多消费者
关心的首要问题。

找消费者协会，是很多人在消
费过程中遇到问题时首先会想到
的办法。 不可否认，消协在帮助消
费者维权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努力。
尤其是前几年新修订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赋予了省级及以上消协
组织提起消费公益诉讼主体地位
后，消协在帮助消费者维权时有了
更加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据界面新闻报道，新消法赋予
消协组织公益诉讼主体地位以
来， 中国的消费公益诉讼实现了
多个突破。

比如，2014年 12月，浙江省消
保委就铁路实名制乘客车票遗失
强制补票提起公益诉讼，这是消协
组织提起的首例消费民事公益诉
讼；2015年 7月， 上海市消保委就
手机预装软件无法卸载提起公益
诉讼，以企业整改结束，该案是首
起法院受理的消费公益诉讼；2016
年 8月，吉林省消费者协会针对韩
某等人违法销售不合格食盐提起
请求判令赔礼道歉，该案是首个法
院判决胜诉的公益诉讼案例……

但由于人力、财力资源有限，
加上公益诉讼需要调查证据等多
重困难， 消协组织在提起公益诉
讼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现实困
难。 此外，在实践中，由于消协没

有强制执行力， 在取证的过程中
可能存在被其他企业以及个人阻
挠的情况。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披
露的资料显示， 新消法赋予省级
及以上消协组织提起消费公益诉
讼主体地位后， 全国消协组织提
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仅 14 例。

3 月 15 日， 中国绿发会发文
称， 由于对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原
告主体资格的限制， 社会组织没
有办法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 虽
然 2015 年新环保法赋予了社会
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仅
规定了国家和省级的消费者协会
才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消费公益诉
讼，主体资格限定过于严格。

从 2014 年至今， 中消协和部
分省级消费者组织所提起的公益
诉讼只有十几起， 远不足以抗衡
当前食药领域问题频发的形势。
绿发会认为， 放宽消费公益诉讼
原告主体资格， 让人民群众和社
会组织充分参与到食药领域的监
管中去， 不仅有助于大量降低食
药领域违规违法生产、销售行为，
还能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最大限
度地保障。

绿发会在这方面的建议也获
得了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环境检
测总站物理室主任温香彩的支
持， 并形成提案递交两会。 她建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出台相关的授权决定， 授权一
部分已经有过环境公益诉讼经验
的公益组织在消费领域开展试点

工作，作为第一波试点对象；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进行修改，
将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由消费者
协会扩大到符合条件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的社会组织。

那么，当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遇
到问题时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公益时报》联合问
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赋予更
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消费
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你支持吗？

本次调查于 3 月 20 日下午 4
时发起， 截止到 3 月 25 日上午 9
时， 共有 1005 名网友参与。 在被
问及遇到消费侵权问题时，42.49%
的网友表示会直接找商家进行协
商；35.02%的网友表示将通过法律
途径进行维权；19.70%的网友表示
将通过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

对于消费者协会能否帮助自
己解决消费侵权问题，27.76%的网
友表示曾经尝试找过消协， 但收
效甚微；14.83%的网友表示通过消
协组织维权比较费时费力；51.24%
的网友表示通过消协维权要比自
己维权更有把握。

33.43%的网友认为让更多社
会组织参与，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帮
助消费者维权；43.58%的网友表
示，相比消协或者检察机关，社会
组织有很多优势，完全可以胜任消
费公益诉讼；17.22%的网友认为可
以先进行小范围试点，比如授权一
部分有过环境公益诉讼经验的公
益组织在消费领域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