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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市场秩序的“好帮手”
发现有价格违法行为的，可以启用价格

监督管理“刚性手”；发现适用价格争议调解
的，启用价格争议调处“柔性手”。“两只手”
协同发力，才能使市场运行更加规范有序

江苏苏州的同里古镇是国家级风景区。在古镇退思
广场东侧的票务中心边上，门牌号为“新填街 232 号”的
门面房引人注目。

这间面积只有 16平方米的门面房紧邻世界文化遗产
——退思园，可谓寸土寸金，门口挂的是“吴江区物价局
价格投诉站”“吴江区同里镇社会价格监督服务站”“同里
价格投诉调解工作站”等牌子。

同里古镇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樊春琦告诉记者，成为
国家级风景区以后，古镇的游客川流不息，做生意的人越
来越多，纠纷投诉也越来越频繁，而且大部分投诉都与价
格有关。

“这些纠纷投诉的金额都在几毛钱到几十块钱不等，
很少超过 200 元。”樊春琦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纠纷如
果解决不好，就会搅了游客兴致，影响古镇声誉。而且，
时间久了，一些商家也会思想松懈，甚至故意使坏，导致
市场秩序混乱。

2000 年 5 月，同里古镇在新填街 232 号挂牌成立“同
里价格投诉调解站”，樊春琦是首任站长。调解站成立
后，设立了价格调解热线电话，由专人在售票窗口、游客
服务中心等地将号码告知游客；调解站工作人员接到投
诉电话后，20分钟内就能到达现场受理投诉调解诉求。

针对游客不可能在景区长时间停留的特点，调解站
建立了价格纠纷快速调解机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
情况下，调解站先行做好书面确认工作，由工作人员把多
收的价款预先赔付给游客，避免影响游客行程；而后再在
15 天内向当事经营者追回先行赔付款存入先行赔付
基金。

苏州市价格认定局副局长张华芳表示，有了一整套
的制度性安排，调解站帮助买卖双方梳理弄清事实，并尽
快给出争议解决的方案，做到价格透明、消费明白，让买
卖双方都心服口服。

记者在福建采访时，泉州市物价局局长施国宾说，有
了价格争议调解的工作机制，敢在价格方面玩猫腻的商
家少了；游客遇到纠纷时也不再“投诉无门”了。价格争
议调解已经成为泉州价格主管部门贯彻落实省政府开展

“放心游福建”旅游服务承诺工作和市政府强化便民服务
“马上就办”工作要求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泉州市通过在市旅游协会及 42 个景点设立
“旅游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站”，协调处理游客遇到的
旅游服务价格争议或纠纷投诉，及时、高效地为游客服
务，有效地规范了旅游市场秩序。

不少地方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价格争议调解
侧重于“服务”，价格投诉偏重于“管理”。各地在受理争
议调解案件时，也会对案件本身是否存在价格违法行为
进行甄别，一旦发现商家存在价格违法行为，就移交给执
法部门处理，并清理出旅游市场。

“价格监督管理的‘刚性手’和价格争议调处的‘柔性
手’二者完全可以实现有机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
认证中心副主任成钢说，针对有些价格投诉案件，发现有
价格违法行为的，可以启用“刚性手”；发现适用价格争议
调处的，则可以及时启用“柔性手”。只有不断创新监管
和服务手段，“两只手”协同发力，才能真正维护广大消费
者的价格权益，也才能使市场运行更加规范有序。

促进社会和谐的“稳定器”

价格争议调解工作关乎民生。妥善处理
价格争议，对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山东淄博张店区世纪花园社区共有居民 2.6 万多人，
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社区之一。社区大了，免不了有磕磕
碰碰的纠纷矛盾，其中大部分与经济利益相关。

去年 7 月份，世纪花园社区创设了社区价格调解站。

“有了调解站，邻里之间的小摩擦、小纠纷就多了一个解
决渠道，可以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使邻
里之间更和睦、更和谐。”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邵涛说。

“价格争议调解工作关乎民生。妥善处理价格争议，
对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着积极
作用。”成钢告诉记者，总体来看，价格争议调解工作在调
解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甚至上访案件，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和重点企业发展，消除群体事件发生的隐患，避免矛盾激
化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

例如，2016年，广东省湛江市某投资公司因开发某项
目需要对湛江市商务大厦周边 109 亩土地上的建筑物、
农作物、鱼塘等进行清理补偿，多次与被征用者洽谈，没
能达成协议，请求湛江市价格认证中心协助解决。在接
受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申请后，湛江市价格认证中心经过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深入研究讨论和现场勘查
核对，通过逐项测算，给双方确定了客观公正的赔偿金
额，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既维护了居民利益，也保证了公
司项目顺利开展。

福建省漳州市某高速公路建设单位在工程推进中，
因征迁双方对规划区内拆迁物品补偿价格争议大，工程
受阻。漳州市物价局接受调解委托后，请价格调解员们
走工地、入村庄，实地查勘，认真进行测算和数据分析，根
据价格法律、法规和有关征地拆迁政策规定，提出合理的
补偿依据，为征迁双方协商提供参考数值，最终促成征拆
方对计量方法、补偿标准以及补偿方式等达成一致意见，
确保重点建设工程如期进行。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份加快开展和部署价格争议
调解工作的步伐，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维护群众合法价格
权益，作为社会和谐“稳定器”的功能日益增强。

江苏省价格争议调解机制建设和工作成果走在全国
前列。江苏省物价局副局长祝井贵介绍说，目前江苏省
覆盖城乡的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网络初步建成，满足价格
争议调解需求的调解员队伍初步形成，支撑价格争议调
解工作顺利开展的法规、制度体系初步完善，适应价格争
议调解工作需要的工作机制基本完备。

此外，一些价格争议调处工作开展较薄弱的省份也
逐渐开始重视此项工作，如黑龙江省去年开始对该项工
作进行了重点部署，从价格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入手，
开展价格争议调处工作，2016 年全省办理价格争议调解
处理事项 179 件，涉及金额 239 万多元，价格争议调解工
作取得初步成果。

维护正当权益的“裁判员”
通过建立制度化的价格争议调解机制，

可以使争议调解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减少人为因素对调解结果的干扰和影响，真
正做到公平、公正

在价格争议调解中，既要妥善处理好纠纷各方的利
益诉求，也要使调解结果趋于公平、公正，使纠纷各方能
够接受调解结果，从而使价格争议调解发挥最大的效
用。不过，仍然有不少人对官方介入价格争议调解能否
做到公平、公正有所怀疑。有些人认为，在价格争议调解

中，调解机构不可避免地会偏袒当地商户；也有人认为，
当个体与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等部门发生价格
争议时，调解机构也会偏袒后者。

施国宾说，在开展价格争议调解过程中，很多案件往
往是由于当事人对政策不了解，误以为认定人员在工作
过程中厚此薄彼、偏袒一方。因此，作为中立的争议调解
机构，价格主管部门如何做好化解“裁判员”，使当事人的
诉求得到申诉，情绪得到疏导，尽量避免矛盾的升级，这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去年 5月，泉州晋江的陈先生雇用的驾驶员林某驾车
撞坏了位于晋江市罗山社店路段的电力铁塔。晋江某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完成维修后，要求陈先生赔付 28417 元，
双方因赔付金额产生纠纷。

“我们收到调解申请后，当事人陈先生起初还是情绪
十分激动，认为我们会‘拉偏架’。”施国宾说，在调解人员
的耐心沟通下，经过 3次调解、劝导，某工程建设公司减免
了 11500元的费用，双方握手言和。

成钢指出，目前，我国的价格争议调解工作尚处于起
步阶段，社会上不少人对这项工作不理解，甚至存在一些
偏见，这是难免的。从实践看，目前大量的调解对象是老
百姓之间、企业与老百姓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即便是
个体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机构之间存在价格争议，价格
主管部门也会努力避免调解过程受干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价格争议调解本身并无法律
约束力，但是接受争议调解的各方，多数都能接受调解
结果。而且，从许多案例的调解结果看，个体容易吃亏
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扬州天
价树”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去年 6 月，两辆校外
车辆在扬州大学农学院大礼堂外突然失控冲进花圃，
将一棵五针松和一棵法国梧桐撞倒。被撞断的五针松
是名贵树种，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对这棵树进行评
估，估价为 1500 万元。“肇事车辆的保险理赔额度只有
100 万元。”扬州价格认定局局长徐东说，扬州价格认
定局介入后，请来了 3 位专家，校方和肇事方也各请来
了一位专家，这 5 位专家共同对被撞倒的五针松进行
价格认定。最终，这棵五针松的认定价值不到 100 万
元。校方和肇事方也都接受了这一认定结果，保险公
司顺利完成了理赔。

在江苏南京秦淮区采访时，秦淮区物价局副局长张
丽告诉记者，要提高调解质量和提升价格争议调解效果，
关键在于专业。只有充分发挥物价部门的专业优势，并
在某些涉及较强专业性的价格纠纷中咨询和参考行业内
专家或资深从业人员的意见，形成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调
解意见，才能提高价格争议调解的效率和公信力。

“专业性和公正性是由负责价格争议调解的机构性
质和从事调解的工作人员的职业要求决定的。”祝井贵告
诉记者，为了确保价格调解的公正性，江苏省人民政府出
台了《江苏省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物价部门也配套
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例如，县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所属
的价格认定机构依法对价格争议进行调解处理，与被调
解事项有利益关联的调解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
权提出调解员回避申请。

成钢表示，开展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的初衷，是要通过
建立制度化的价格争议调解机制，使争议调解工作有章
可循、有据可依，减少人为因素对调解结果的干扰和影
响，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重在发挥价格争议调解机制作用
——江苏、山东等地价格争议调解工作调查

近年来，我国着力完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价格形成

机制，目前已有97%以上的商

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调节,也

带来不少价格矛盾和争议。

为此，许多地方的价格主管部

门把价格争议调解纳入工作

重点，探索出了多种价格矛盾

调处工作方式，取得了明显成

效。记者日前到江苏、山东等

地进行了调研采访。

核 心 提 示

“随着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物价领域的
新情况、新问题逐步增多，各种利益纠纷和冲突日益
凸显。”山东淄博市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广博
说，价格主管部门把价格争议调解纳入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的总体布局中，符合社会发展实际，也更贴近基
层，贴近百姓。

据淄博市物价局统计，近年来群众的价格咨询投
诉呈逐年上升趋势。2014年淄博市“12358”价格投
诉举报平台、市局门户网站共受理群众价格投诉咨询
2210 件，2015 年、2016 年分别增至 3638 件、3800
件，比 2014年分别增长了 64.6%和 71.9%。

“价格争议调处工作作为一项集服务性、政策性
和综合性为一体的创新性工作，既是价格机制改革的

‘敲门砖’，也是物价部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试金
石’。”石广博说。淄博价格主管部门在基础比较好的
区县进行了试点，并积极探索把价格争议调处融入司
法调解、治安调解和社会调解的大环境，取得了很好
的成效。

目前，淄博市价格争议调处工作的各项工作流
程、工作职责清楚明确，工作机制逐步健全完善，
尤其是在工作实践中，形成了繁简结合的工作运行
机制、协调双赢的协作衔接机制、奖优罚劣的考核
激励机制。价格争议调处工作开展情况已成为当地
年度依法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评先树优的重要
参考。

石广博告诉记者，淄博市价格主管部门不仅
把围绕大局、服务发展作为物价工作以及价格争
议调处工作的首要任务，而且把贴近群众生活作
为价格争议调处的基本要求，在商家与消费者之
间 架 起 沟 通 桥 梁 ， 及 时 、 快 捷 地 调 处 商 品 交 易 、
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价格争议；同时，瞄准热点难
点问题，积极发挥价格调处定纷止争的职能，努
力为社会、为群众提供维权支持。去年以来，仅
调解物业收费、医疗服务、旅游收费等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价格纠纷就达 90 余起，占全部价格
争议调处的 41%以上。

山东淄博：

价格调解成服务“试金石”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实习生 侯辰颖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版编辑 董 磊 李 杰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不久前，江西籍游客费女士

在云南瑞丽试戴一款售价 30 万

元的翡翠手镯时，不小心将其摔

成两半，当场晕倒。

时隔 20 天后，经过相关部

门调解，当事双方签署了赔偿协

议，按 17 万元价格进行赔偿，

游客承担 70%责任，赔偿商家

11.9 万元，另外 30%责任由商家

自行承担。

商家与游客的“拉锯”，翡

翠手镯的价格确定是矛盾焦点之

一。反观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

也恰恰说明在价格改革进程中，

价格服务不能缺位，价格争议调

解工作更需要加强。

当前，我国已经有 97%以上

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全面放

开。不过，一旦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纠纷，纠纷的各方又都希望这

些“由市场说了算”的价格，能

“自己说了算”。这是自利心理驱

使下的必然。

面对价格纠纷中双方对价格

认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的局面，必须有一个权威、

有公信力的价格调解机构，充当

好“老娘舅”的角色，站在中立

的立场上，运用价格确认的专业

优势，按照公正、科学、高效的

原则，帮助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价

格问题，促使争议各方达成和

解，进而实现化解矛盾纠纷，促

进社会和谐。

从近年来的工作成效看，由

于各省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加之对于价格争议调解的认识不

统一，各地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

作和机构设立情况差异很大，工

作成效也不完全一致。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现期，不同

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征地拆迁补偿、物业收费、

医疗等领域的价格争议纠纷也将越来越多。因此，

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增强价格主管部门的“服务

职能”，使价格争议调解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

抓手。

许多人把价格改革理解为放开政府制定价格的领

域，管好政府的定价，但却忽视了价格服务；或者把

价格服务狭隘地理解为价格行为监管和执法。在新的

背景下，价格主管部门介入价格争议调解，特别是普

通群众之间的价格争议调解，不是政府部门在给自己

“揽事儿”，而是价格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做好价格服

务的重要体现。价格主管部门应该想方设法让广大人

民群众了解价格争议调解的相关职能，也要加强与人

民调解、司法调解等有关机构衔接配合，共同化解社

会价格矛盾纠纷。

价格服务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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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价格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正在对交通事故中被撞

坏的字画进行价格争议调处。 王 密摄

在福建省泉州市清源山风景区，清源山价格争议调

解处理工作站人员(中)正在为游客调解因矿泉水价格产

生的纠纷。 陈国盈摄

一名顾客在南京秦淮区某小吃店消费后，因商品质价不符与商家发生纠纷。经调解员现场调解，商家同意给予七折优惠，并承诺将

及时修改商品标价牌，避免类似纠纷再次发生。 李新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