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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相关要求，2020 年以来，广东省消委会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统一部
署， 以经营者自愿参与承诺，各级消委会监督、宣传和引导的方式，在
广东全省深入开展“经营者放心消费承诺”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两项重要活动。经广泛宣传发动和大力创建，目前广东全省累计创建“放
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超 4.4 万家，线下无理
由退货满意度达 8成多，首问负责、赔偿先付、无理由退货等高于法律
规定的制度在广东广泛施行。

为增强承诺活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广东省消委会坚持以因地制宜为
原则，充分发挥各地消委会的主观能动作用，推动各地结合当地实际，
积极探索，使承诺工作在总体原则上全省统一，在具体举措上又各具特
色、亮点突出。各地消委会纷纷推出包括联动行业协会、推出扫码公示、
打造示范街区、纳入文明城市创建考核等特色举措，使全省创建工作展
现出既步调一致，又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此书充分展示了广州、深圳
等全省 21 个地市、区开展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的经验及成果。

两年来，广东放心消费承诺品牌效应及成效已逐步显现，越来越多
的经营者强化主体责任，加强诚信经营，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其中各
地涌现出不少优秀示范商家。此书通过广泛征集、各地推荐的方式，筛
选汇总了一批推荐商家名单，方便消费者参考和选择，让广大消费者更
加放心、舒心、无忧消费，推动我省消费环境持续优化和改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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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州市消委会在夯实《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关于在全省

消委会系统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通知》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放

心消费承诺活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有 2196 家广州市

企业成为承诺单位。广州市消委会主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让“放

心消费承诺活动”向纵深发展。

一、领导重视，认真组织落实创建活动

为配合广东省消委会开展“放心消费承诺”活动，强化经营者消费

维权主体责任，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释放消费潜力，

按照《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关于在全省消委会系统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

作的通知》要求，广州市消委会及时将原广州市放心消费共建活动合并

至广东省放心消费承诺活动，并按要求开展广东省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活动（以下简称“两项承诺活动”）。为做好活动的合并工作，广州市

消委会在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将原广州市放心消费共建单位

合并至广东省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的公告》，并撰写了《关于开展广东省

放心消费承诺及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的通知（穗消委 (2021)9 号 )》

发文至各区消委会、分会，建立在线联络群指导各区解决在开展活动中

遇到的各项问题。

一、广州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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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网络信息管理平台，扩大承诺活动
范围
为便利各类型企业申请参与“放心消费承诺活动”，尤其是中小微

企业的积极参与，广州市消委会建立了“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申报平台，
企业可以通过登录“广州市消委会”微信公众号，实现手机端填报资料自
主申报“放心消费承诺活动”，方便广大企业完成申报工作，同时实现各
级消委会在线审核，提高了办事效率。为了让企业和各级消委会经办人
员掌握和使用“放心消费承诺活动”平台，广州市消委会于2021年 7月
2日，通过线上方式对区消委会、分会以及全市知名、大型、连锁企业进
行该平台的宣贯，着重讲解了该平台各个功能的设置和使用说明。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序号 公司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610 号
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28 号
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141 号

4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九龙工业园凤凰三横路 89 号
1号库房 301

5 广东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 46 号松园大厦二层至三层
6 广州市东山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署前路 3号
7 广州市万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16 号
8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基工业区夏园路 2号
9 广州珠江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珠区阅江西路 218 号广州国际媒体港
10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环市东路 369 号
11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 13 楼

12 广州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石榴桥路 77 号三楼北座 302 号铺之
310 室

13 广东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路 208 号
14 重庆海尔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寺右新马路 111 号五羊新城广场 16 楼
15 广州市华帝燃气具售后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滘中路 171 号 310 房

16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第 43
层全层、第 44 层全层

17 广东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路 259 号南座 305 铺
18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天河东路 155 号骏源大厦 14 楼
19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2301 房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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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20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新港东路磨碟沙 118 号

21 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 988 号圣丰广场北塔
3001 单元

22 广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南村镇汉溪大道东 477 号 901 房

23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连锁有限公司龙归城店 白云区龙归街龙悦新街 156 号首层 103B 区第 49
号铺

24 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926 号江南市场 1号办公楼
25 广州市南沙区百易购百货商店 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 229 号 101 房
26 广州市海晏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东晓南路 1245 号
27 广州市韩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同和大街 1号 A409

28 广东星创眼镜有限公司白云同和分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同和大街 1号金铂天地 A
座

29 广州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亿创街 3号 153 铺
30 广州探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 2001 号 142 铺

31 和匠中医门诊部（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杨箕大街 19 号 301 房、21 号三层
301、302 房（仅限办公）

32 广州新粮年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朗村马田工业区 1号

33 广州维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街 136 号 301 自编 A、302
自编 D、302 自编 E房号

34 广州市妇女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 29、31 号

35 广州民强茶饮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珠江新城花城汇南区 B20
民强茶铺

37 广州市谭山蜂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江埔街环市东路 728 号
38 广州市从化温泉从龙超市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温泉东路新市西街 5号首层

39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龙归城分店分
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龙悦新街 156 号首层 101 商铺及二
层 201 商铺

40 广州揸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89 号之一负一层 3001 号
商铺（部位：B11）

序号 公司注册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广百百货北京路店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路分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负二层至九层

2 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环
市东商店

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友谊商店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69 号

3 苏宁易购达镖国际店 广东苏宁易购销售有限
公司达镖国际店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 238 号达镖国际
B1-2 层

4 万宁动漫星城分店 广东万宁连锁商业有限
公司动漫星城分店   

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1号广州动漫星城广
场负一层N001 号铺

5 燕塘乳业直营店（燕侨店） 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燕岭店 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89 号 114 号

6 国美电器（中山八路店） 广州市国美电器有限公
司第十七商城 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 10 号首层 A区

7 君红源之家 广州君红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宝华路 30 号 A区
158 号铺

8 华润万家从化店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广
州）有限公司从化店

广州市从化江埔街从化大道南欣荣宏商业
街 108 号之一 12-23

9 广州市海珠区名悦琴行 广州市海珠区名悦琴行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万华街 41,43 号 27
铺

10 广州市从化区明珠万民福
购物广场

广州市从化区明珠万民
福购物广场 广州市从化鳌头镇棋杆荔园路 18 号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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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成效
深圳市消委会于 2020 年 4 月正式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工作，截

至 2021 年 12 月，共创建 3159 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3112 家线下无
理由退货承诺店，其中 2021 年新增 1923 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1909
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并对573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开展监督，
对 537 家创建商户信息进行维护。

二、特色举措
（一）2020 年创建工作打基础
深圳市消委会在创建活动之初首先明确了本市放心消费创建目标和

要求，随后印发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通知文件，指导各区消委会扎
实有效推进工作，为更贴近市场实际需求，实地走访部分大型商圈，了
解企业意愿，为后期活动开展创造条件。
随后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召开活动意见征询会为企业“消顾虑”，

在区消委会层面召开活动宣传讨论会调动区消委会将重点企业“引进
来”，再通过新闻发布会将创建活动以及积极参与活动的商家“传出去”，
最后通过“回头看”调查跟进动态、发现不足，多项举措形成良好的创
建工作闭环，为下年创建工作的继续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着重面向重点行业、企业推广
2021 年，深圳市消委会面向重点行业、企业加大活动推广力度，

近 2000 家新增创建商户多为连锁品牌企业，房地产、校外培训两个重

二、深圳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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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民生领域的推广效果尤为显著，其中贝壳找房、链家地产、乐有家共
计近 1500 家门店参与活动，在与深圳市文化艺术培训行业协会的共同
推动下，吸纳 80 余家文艺培训门店参与活动，不仅在创建商户数量上
实现突破，也是创建工作在重点民生领域的重要实践。
（三）已创建商户及时监督维护
在大力创建新商户的同时，2021 年对 500 余家已创建商户进行监

督维护。2021年3月广东省消委会对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进行体察后，
深圳市及时对存在问题的商户进行了跟踪回访，督促存在问题的商户完
成整改，并听取商户意见与建议。此外，商户经营状态变更时有发生，
深圳市消委会后续开展的暗访工作，发现部分商户停业、装修，对商户
变更信息在系统中及时完成更改。
（四）整合部门资源扩大活动影响
“2021 深圳购物季”期间，深圳市消委会联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深圳市商务局发起“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倡议广大实体
店经营者积极参与活动，联合多部门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创建工作的影
响力，吸引更多商户参与活动。在深度合作下，深圳市消委会随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前往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学习放心消费环境创建工作的先进经验，助力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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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深圳宜家家居 深圳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北环大道 8188 号一、二层

2 澳康达名车广场 深圳市澳康达名车广场
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桃园路一号 "

3 瓜子二手车深圳严
选店

瓜子汽车服务（天津）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红山 6979 商业中心 6栋
17 座 710 室

4 永旺 AEON（新洲
店）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永旺新洲店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与新洲六街交汇处中城天邑
一二层 AEON

5 永旺 AEON（新城
市广场店）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市政府南侧的城市广场下

首层部分房屋

6 永旺 AEON（丹竹
头店）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丹竹头店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地铁站口东部英郡
假日广场 1-3 层部分房屋

7 永旺 AEON（东湖
店）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永旺东湖店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东乐社区太宁路 38号百仕
达东郡商业楼一、二层

8 永旺 AEON（宝安
店）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永旺宝安中心店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N5区宏发领域花园
3栋 4栋商场 01 之 101、4 栋商铺 A55-A71、
A86-A97、B57-B72、4 栋商场 02、3栋商铺
B48-B53、B55、B56

9 迪卡侬六约店
迪卡侬（上海）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深圳六约分
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龙岗大道（横岗段）1018
号锦上花园锦荟广场一层

10 迪卡侬布龙店 迪卡侬体育用品（深圳）
有限公司布龙分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布龙路 18 号赛格 ECO中心负一层
迪卡侬

11 迪卡侬新湖店
迪卡侬（上海）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深圳新湖分
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创业二路与新湖路交界交
汇西南处壹方城大厦负一楼 B1-062 号

12 迪卡侬蛇口店 迪卡侬体育用品（深圳）
有限公司蛇口分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大道和工业八路交汇处蛇
口花园城商业中心 180，280

13 迪卡侬彩田店
迪卡侬（上海）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深圳彩田分
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一期商场
一层西侧迪卡侬

14 迪卡侬龙城店
迪卡侬（上海）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深圳龙城分
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3999 号万科里广场 B1层
迪卡侬

15 迪卡侬龙平店 迪卡侬体育用品（深圳）
有限公司龙平分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中心城爱龙路 18号瑞华园
部分地下室D101 东侧

16 迪卡侬梅龙店 迪卡侬体育用品（深圳）
有限公司梅龙分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大岭社区公馆 1866 花园
南区 2栋 S-L119

17 迪卡侬创新店 迪卡侬体育用品（深圳）
有限公司创新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西环路 2105 号新沙天虹
购物中心大厦 101 室

18 迪卡侬沙河店 迪卡侬体育用品（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 255 号 1 栋

19 迪卡侬石岩店
迪卡侬（上海）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深圳石岩分
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塘头 1号路 8号
创维创新谷 2# 楼 L166、G003

20 苏宁易购（民治星
河盛世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民治星河盛世店

深圳市龙华区梅龙南路龙华星河盛世 COCO CITY
商场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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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苏宁易购（深圳公
明建设路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公明建设路店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镇合水口社区振明路与金安路
交汇处中裕大厦

22 苏宁易购（深圳西
乡大道圣淘沙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西乡大道圣淘沙
店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新湖路圣淘沙骏园 11 栋

23 苏宁易购（深圳金
龙华广场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金龙华广场店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商圈龙观路

24 苏宁易购（深圳龙
岗世贸百货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龙岗世贸百货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龙岗世贸中心 E区四楼

25 苏宁易购（深圳南
山天利中央广场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南山天利中央广
场店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广场

26 苏宁易购（深圳布
吉信义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布吉信义店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罗岗路口满庭芳购物广场

27 苏宁易购（深圳华
强北群星广场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华强北群星广场
店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38 号群星广场裙楼

28 苏宁易购（深圳沙
井万佳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沙井万佳店 深圳市宝安区华润万家便利超市沙井店首层

29 苏宁易购（深圳创
业二路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创业二路店 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一路 211 号泰华商业城 1-2 层

30 苏宁易购（深圳南
山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南山店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康乐大厦 2、3楼

31 苏宁易购（深圳光
明天汇城大仟里店）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光明天汇城大仟
里店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松白路南侧、长春路东侧
光明大仟里

32 沃尔玛（坪地龙岗
大道分店）

沃尔玛（深圳）百货有
限公司坪地龙岗大道分
店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龙岗大道 3018 号宜城广
场 A区 1楼 01 号铺、A区负 1楼 01 号铺

33 沃尔玛（西乡前进
路分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西乡前进路分店

深圳市宝安区 35区前进路安华工业区内一、二、
三层及地下一层

34 沃尔玛（布吉大芬
分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布吉大芬分店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大芬村深惠公路旁龙吉大厦
一至三层

35 沃尔玛（香蜜湖分
店）

深圳市沃尔玛百货零售
有限公司香蜜湖分店 深圳市福田区香梅北路 2001 号

36 沃尔玛（蛇口分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蛇口分店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大道四海加油站右侧

37 沃尔玛（华侨城分
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华侨城分店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旅广场裙楼

38 沃尔玛（松岗东方
大道分店）

沃尔玛（深圳）百货有
限公司松岗东方大道分
店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大道 36 号联投东方
PAPK-B1001 铺

39 沃尔玛（新安罗田
分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新安罗田分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湖路君逸世家裙楼地下一层及一
层部分

40 沃尔玛（龙岗建设
路分店）

沃尔玛（深圳）百货有
限公司龙岗建设路分店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建设路 28 号宝钜商业大厦

41 沃尔玛（龙华人民
南路分店）

沃尔玛（深圳）百货有
限公司龙华人民南路分
店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人民路水榭春天三期8、9、
12 栋负一、二地下商业层

42 人人乐（金港购物
广场）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金港购物广场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路金港盛世华庭一层商场及二
层商场左侧、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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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43 人人乐（桃源居购
物广场）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桃源居购物广场

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二路世外桃源 28 栋裙楼负一
层、一层、二层

44 人人乐（前海购物
广场）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前海购物广场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前海路与学府路交汇处新
德家园裙楼 1-3 层部分

45 人人乐（书香门第
购物广场）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书香门第购物广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泰社区书香门第上河坊
广场 4栋 1W07、2层

46 人人乐（宏发上域
超市）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宏发上域超市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公明社区宏发上域花园 1#
楼商铺 K7-115A、127

47 人人乐（月亮湾超
市）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月亮湾超市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路 70号泛海城市广场
1栋 B1-01

48 人人乐（坪山招商
超市）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坪山招商超市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招商花园 2栋 CS2、5栋
CS1

49 人人乐（石岩总部
超市）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石岩总部超市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浪心社区人人乐物流中心
主楼 101

50 人人乐（葵涌超市）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葵涌家天下超市

深圳市大鹏新区区葵涌街道葵新社区金葵西路 1
号家天下花园（二期）五栋 1H

51 人人乐（华南大道
超市）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华南大道超市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禾花社区华南大道 - 号华
南国际五金化工塑料物流区二期 4号广场 B1-A

52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东海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东海分公
司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南侧东海城市广场四层
404A 号铺

53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百花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百花分公
司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南天社区百花一路 2号百
花园二期商业城百花商业城 0205、0207 号商铺

54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华丽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华丽分公
司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华丽路华丽花园裙楼一层
A3-39 号商铺

55 杨梅红艺术教育（宝
安万达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建安分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民一路福城万达广场 B
馆 3楼 3005、3006、3007、3033

56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碧海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兴业路与悦和路
交汇处劳动综合楼四楼D098

57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中银巨诞教学中
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巨诞分公
司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彩田路 5015 号
中银花园省行阁、新华阁裙楼 2号楼 2层 01 号
商铺

58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市宝安青少年宫
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宝安青少
年宫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安中心区青少
年宫 4层 401-409

59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上城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福田中心
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
南区一期三层 T3020B 号商铺

60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南山海印长城教
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南山分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海印长城小区一期 6-8 号楼 122-
123

61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 1866 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龙华分公
司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龙路西侧公馆一八六六
花园一层N-L115 和二层 N-L221

62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龙华上塘教学中
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龙华上塘
分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龙塘社区中海锦城 5栋
5229-5232 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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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莲塘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莲塘分公
司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莲塘路 229 号仙湖路与莲
塘路交汇处优悦荟第一层 1F-23a、24a、25a、
26a

64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华强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华强路分
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华航社区深南大道 3018
号世纪汇、都会轩世纪汇商场 3层 301A+305 号
商铺

65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水贝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水贝分公
司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布心路 3008 号水贝珠宝
总部大厦 IBCMALLL 三层 L3-01 号

66
杨梅红艺术教育
（OCT PARK 教学
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华侨城分
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香山街社区天鹅湖三期商
场 L2001 号商铺

67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南山凯德教学中
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南山公园
一号分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创业路 3023 号公园一号
广场裙楼 02 层 11-15 号

68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红树湾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白石路分
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白石洲东社区白石路 168
号御景东方 L3-27、L3-28

69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星海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星海分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路前海路西南侧星海
名城七期 ( 振业星海商业广场 )4 楼 03-001# 铺

70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蛇口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蛇口分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蛇口公园路 22号青少年活
动中心 A座一层

71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梅林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梅林分公
司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上梅林中康路与梅林路交
汇处卓悦汇购物中心 L3 层 12 号商铺

72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黄贝岭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罗湖黄贝
岭分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黄贝三路 9号深业东岭花
园二期裙楼商业 01 层 09、11、13、02 层 09、
11 号商铺

73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光明文化艺术教
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光明分公
司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明社区观光路光明区文
化艺术中心一层 27 号商铺

74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宝城教学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宝城分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湖社区建安一路 99号
海雅广场 3S28 号商铺

75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西丽宝能城教学
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西丽分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宝能城花园 3栋
201-2 号商铺

76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福田星河教学中
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福田星河
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三路 269 号
福田星河 COCO park 南区 L1-123、L2-081、L2-
082、L2-083 号商铺

77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龙华天虹教学中
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九方分公
司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人民路 2020 号龙华九方
购物中心 L2 层 L225 铺

78
杨梅红艺术教育（深
圳宝安大仟里教学
中心）

深圳市杨梅红艺术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西乡分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麻布社区海城路 3号前城
滨海花园 2栋 L318-319 号商铺

79 福永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福永天虹商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围社区兴华路 2号星航
华府四期 101-401（星航华府商业裙楼 1-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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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松瑞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宝安松岗松瑞天虹
商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花果山社区松岗工业区晖
泓大厦（松瑞路 107 号）101、1、2、3、4楼

81 宝安前进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宝安前进天虹商场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前进一路 34-2 区前进天虹

82 龙新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龙岗新城天虹商场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东路与吉祥中路交汇处
愉园新苑裙楼 1-4 层

83 坂田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坂田天虹商场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 696 号嘉御豪园 1
号楼负 1楼、1楼 102-4 楼

84 松岗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宝安松岗天虹商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宝利豪庭 1-3 楼天虹商场

85 布吉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布吉天虹商场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中兴路与中心大道交汇处
布吉天虹商场

86 坪山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坪山天虹商场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办事处东晟时代花园 2、3号裙
楼 1-3 层

87 福民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福民商场

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星河名居大厦 1-4 层、5层
部分福民天虹商场 127 号

88 沙井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沙井天虹商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创新路与中心路交汇处

89 横岗松柏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横岗松柏天虹商场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大道与保康路交汇处信义御城
豪园 -1F-4F

90 龙观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龙华商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观东路花园新村门楼侧
龙华天虹商场

91 东环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环天虹商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一路 1号耀丰通园内
东环天虹商场

92 宝安创业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宝安创业天虹商场 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富源商贸中心 1至 4层

93 公明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明天虹商场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建设中路 36 号 B座 1-4
楼

94 民治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民治天虹商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新社区民治大道 58号恒
润小居 102 及 401

95 后海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后海天虹百货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保利文化广场 C区 1-4 层

96 观澜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观澜天虹商场

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观城社区大和中心区中航
格澜阳光花园 A-19、A-20、A-21、A-22 观澜天虹
商场

97 东门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门天虹商场 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 19号迎宾商业大厦一至六层

98 横岗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横岗天虹商场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信义湛宝大厦 1-4 层

99 双龙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龙岗双龙天虹商场

深圳市龙岗区深惠公路龙盈泰商业中心 1--4 楼双
龙天虹商场

100 国贸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国贸天虹商场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 3002-3012 号国贸天虹商
场 1-4 层

101 沙河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沙河天虹商场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二路与白石路交汇处御景东
方花园裙楼负 101、123 负一层至地上二层部分
物业

102 西丽天虹商场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西丽天虹商场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丽商业文化中心

103 Ole' 精品超市（深
业上城店）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
有限公司深业上城分店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
南区 B1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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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Ole' 精品超市（深
圳湾万象城店）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
有限公司深圳湾万象城
店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万象城 B1层
B138A 店铺、L194 店铺

105 Ole' 精品超市（壹
方城店）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
有限公司宝安壹方城分
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湖路 99号壹方城负二层
030 铺

106 Ole' 精品超市（罗
湖万象城店）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
有限公司好来分店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人民桥社区宝安南路 1881
号万象城一期负一楼 B50 商铺

107 Ole' 精品超市（南
山万象天地店）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
有限公司深圳万象天地
分店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华润万象天地 B1层 B131
号商铺

108 blt（深圳京基店）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
有限公司京基分店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 号 KKMALL 负 1 层
B101-105 铺 

109 华润万家（沙井创
新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沙井
创新店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井路 168 号中熙广场沙
井京基百纳广场一楼 L-154、二楼 L2231、三楼
L3-331

110 华润万家（灵芝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宝安
灵芝公园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创业二路灵芝公园旁中洲
华府商业大厦负一楼 B107/ 负二楼 B203 号商铺

111 华润万家（民治梅
龙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民治
梅龙店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龙路西侧公馆一八六六
花园一层N-114、二层 N-L217

112 华润万家（莲塘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莲塘
店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国威路聚宝华府裙楼 105、
115、116、117、118、119、120、201、301

113 华润万家（民治民
乐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民治
民乐店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办事处梅龙大道星河盛世商场
L2S － 038

114 华润万家（前海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前海
店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
前海深港基金小镇基金路演中心 9米商业平台
29、30 号铺

115 华润万家（新桥万
丰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新桥
万丰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万丰社区中心路 26号博林
君瑞 1栋 -116

116 华润万家（宝安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宝安
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湖商城A座裙楼地下室一层3-4
层及 B座地下室 1-4 层

117 华润万家（民治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民治
店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牛社区绿景香颂花园
N-L100 及负一层N-BJ001

118 华润万家（宝安中
心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宝安
中心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创业路高发西岸花园 1栋

119 华润万家（创业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创业
店 深圳市宝安区创业路西城上筑花园一期商业裙楼

120 华润万家（龙华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龙华
店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园社区龙发路 428 人民
北路 4231 人民路 4231

121 华润万家（沙井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沙井
店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新沙路与中心路交汇处深明
丰大厦

122 华润万家（南联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南联
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平南社区深惠路 860 号摩
尔城 S106、S107、S210、S310

123 华润万家（龙岗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龙岗
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龙岗世贸中心

124 华润万家（松岗东
方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松岗
东方店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水围路 2号东方水围鸿盛
花园 1层 116-122、2 层 A区 202

125 华润万家（吉祥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吉祥
店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龙城街道回龙埔社区华业玫瑰
郡 4号商铺 S146-161 号；S201、S301 号

126 华润万家（坪山六
和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坪山
六和店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深汕路与东纵路交汇处六
和商业广场 B1-L1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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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华润万家（西丽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西丽
店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珠光路宝珠花园 1-4 楼

128 华润万家（松坪山）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
有限公司松坪山分店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村三期西区 1-2 栋裙楼一、二
层 1号、1-2 号栋裙楼一层 101 号

129 华润万家（V+ 东滨
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东滨
店

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太古城花园南区NB211 号商
铺

130 华润万家（翠竹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翠竹
店 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华丽园 14、15 号 1-4 层

131 华润万家（南新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南山
欢乐颂购物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 3022 号金福瑞购物广场地
下室 -01 层 -B. 商铺 01 层 . 商业 02 层复式 1-3 层

132 华润万家（布澜路
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布吉
布澜路店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布澜路 7号岭
宏健康家园 5栋西昌街 168

133 华润万家（横岗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横岗
店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社区六和路 98 号 1-4 层

134 华润万家（南湾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南湾
店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樟树布社区万科公园里一
期地下一层至地上二层

135 华润万家（布吉百
鸽笼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布吉
百鸽笼店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翔鸽路 2号深圳华润万象
汇负一层 B127 号铺

136 华润万家（龙岗下
水径）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龙岗
下水径店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吉华路 266 号海心汇福园
裙楼商业 1－ 4层

137 华润万家（彩田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彩田
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福景大厦 1-3 层

138 华润万家（深盐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沙头
角深盐店

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与海山路交汇处政府对面（壹
海城 B1）（五区负一层）

139 华润万家（春风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春风
店

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 2021 号长丰苑商业裙楼 1-4
楼

140 华润万家（大鹏迎
宾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大鹏
店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岭澳社区佳兆业广场
商业区 3-101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江博士（深圳海雅
缤纷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江博
士鞋店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城 5区宝民路海雅缤纷
城商业中心 4楼 L415-3 号

2 江博士（深圳壹方
城店）

深圳德港鞋业有限公司
南山区太子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与新湖路交汇西南处壹方
城 L3 层 015 号铺江博士

3 江博士（深圳海岸
城店）

深圳德港鞋业有限公司
南山分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 33 号海岸城购物中心 5楼
518-2 号商铺

4 江博士（深圳印力
中心店）

深圳德港鞋业有限公司
福田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与侨香路交汇处印力中心
03-25 号铺

5 江博士（深圳布吉
万象汇店）

深圳德港鞋业有限公司
龙岗区布吉万象汇分公
司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翔鸽路 2号华润万象汇 L3-
L311 号铺江博士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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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华润万家（西丽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西丽
店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珠光路宝珠花园 1-4 楼

128 华润万家（松坪山）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
有限公司松坪山分店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村三期西区 1-2 栋裙楼一、二
层 1号、1-2 号栋裙楼一层 101 号

129 华润万家（V+ 东滨
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东滨
店

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太古城花园南区NB211 号商
铺

130 华润万家（翠竹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翠竹
店 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华丽园 14、15 号 1-4 层

131 华润万家（南新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南山
欢乐颂购物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 3022 号金福瑞购物广场地
下室 -01 层 -B. 商铺 01 层 . 商业 02 层复式 1-3 层

132 华润万家（布澜路
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布吉
布澜路店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布澜路 7号岭
宏健康家园 5栋西昌街 168

133 华润万家（横岗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横岗
店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社区六和路 98 号 1-4 层

134 华润万家（南湾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南湾
店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樟树布社区万科公园里一
期地下一层至地上二层

135 华润万家（布吉百
鸽笼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布吉
百鸽笼店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翔鸽路 2号深圳华润万象
汇负一层 B127 号铺

136 华润万家（龙岗下
水径）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龙岗
下水径店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吉华路 266 号海心汇福园
裙楼商业 1－ 4层

137 华润万家（彩田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彩田
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福景大厦 1-3 层

138 华润万家（深盐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沙头
角深盐店

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与海山路交汇处政府对面（壹
海城 B1）（五区负一层）

139 华润万家（春风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春风
店

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 2021 号长丰苑商业裙楼 1-4
楼

140 华润万家（大鹏迎
宾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大鹏
店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岭澳社区佳兆业广场
商业区 3-101

2020 年以来，珠海市消委会根据省市场监管局、省消委会及市局
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毗邻港澳优势，不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
制，大力加强“两店”建设，持续夯实诚信品质“压舱石”，营造放心
消费“软环境”，引导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努力放心消费创建“珠海模
式”。截至目前，全市共 1864 户经营者参加放心消费承诺活动，共创
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1733 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127 家。

一、以广泛动员为依托，汇集放心消费力量
联动各区消委会和社会各界，多措并举大力开展宣传推介。一是珠

澳联动宣传。与澳门消委会合作开展“畅通消费 珠澳同行”宣传活动，
共同宣传澳门诚信店及珠海放心消费承诺单位。二是多方协助宣传。通
过社会组织力量宣传发动。组织各行业协会、商会、联合会等召开放心
消费创建承诺活动政策宣讲会，凝聚社会力量，通过社会组织的引领作
用发动其会员企业参与承诺活动。三是多渠广泛宣传。组织本市具有代
表性和影响力的放心消费承诺单位配合省消委会拍摄制作“放心消费在
行动”公益宣传片，宣传推介珠海市放心消费创建承诺活动，并形成新
闻专题片在多渠道播放。结合 3·15 的契机，评选出年度珠海市放心消
费承诺示范单位进行授牌，通过树立典型标杆，引导广大承诺单位落实
主体责任，推动诚信建设的社会共治，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
过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开设“放心消费”专栏、授牌仪式、组织消费体验
等多种形式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提升全社会对珠海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三、珠海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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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四是结合监管宣传。充分发挥基层市
场监管所、商圈综合体物业等作用，结合日常监管，上门对管辖企业进
行宣传发动，号召企业参加放心消费承诺活动，以承诺保品质，以承诺
赢口碑，以承诺促诚信，积极回应社会品质消费诉求。

二、以全域覆盖为目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一是打造跨地域合作机制。依托珠港、珠澳、珠中江横琴及粤港澳

大湾区消费维权合作机制，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
现大湾区跨境、跨区域消费投诉“一网转办”，大湾区城市居民在葡萄
牙共和国发生消费纠纷，均通过澳门特区消费者委员会转介；珠、中、江、
横、澳五地建立“跨域视频调解”机制，实现实现珠江西岸城市群多方
在线视频连接解决消费纠纷，实现“维权零跑动”；与澳合作开展婴幼
儿润肤霜等商品比较试验，建立珠澳房地产消费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开
展多维度、常态化的消费教育合作，为澳门同胞创业投资、购物置业营
造消费环境保障。近年来办理跨境、跨区域消费投诉 80 余宗，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760 多万元。二是构建“回头查”工作机制。承诺活动
启动以来，持续加强对全市创建工作的推动，多次开展全市消保系统放
心消费承诺活动“回头查”工作，通报各区的创建情况，督促各区对本
辖区内“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的经营情况、
承诺情况、投诉处理情况进行核查，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指出存在问题
的整改要求并提出改进措施。

三、以热点领域为试点，推动行业自律发展
珠海市消委会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在重点行业率先探索构建行业自

律机制，推进行业团体标准化建设。一是引导房地产中介行业规范发展。
引导贝壳旗下六大房地产品牌参加放心消费承诺和宣誓活动。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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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找房珠海站”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开辟房地产交易领域的“消
费争议快速和解通道”，以点带面促进房地产中介机构落实消费维权首
问责任，完善消费维权快速反应机制，促进消费纠纷和解。二是指导美
容化妆行业团体标准制定。推进珠海美容化妆行业协会消费维权服务站
设立，引导其会员单位参与放心消费承诺创建等工作，以标准促行业自
律，指导珠海市美容化妆行业协会制定《放心消费示范评价》系列团体
标准，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提供技术标准支撑。三
是深入推进“双百放心工程”。推行“双百放心工程”和“双承诺单位
创建”，在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大型企业分别打造一百家高质量消费
维权服务站、一百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引导其自行处理一般消费投诉，
并派驻党员提供挂点服务，提升经营单位的商品服务质量和自律意识，
力争将消费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珠海）有限公司新
香洲店

华润万家商业科技（珠海）
有限公司新香洲店 珠海市前山人民西路 808 号

2 珠海市茂业百货有限
公司 珠海市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紫荆路３０１号

3 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
公司 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明珠南路 1101 号负一层至五

层 A区
4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

（柠溪店）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柠溪路柠发商贸城首层

5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大
鸿鹄古春堂凉茶店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大鸿鹄古
春堂凉茶店

珠海市香洲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西澳二街
1号 202#（C1-002#）商铺

6 得一超市 珠海市斗门得一商贸有限公
司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港霞东路 49 号

7 大润发商场 珠海市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中兴中路 328 号大信新都汇斗
门店 1F29、2F46、3F32 卡

8 星风超市 斗门区乾务镇星风超市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南中路 50 号

9 珠海市斗门区佳惠欣
杂货店 珠海市斗门区佳惠欣杂货店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斗门大道北 138 号

10 嘉荣超市家和城广场
分店

中山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珠
海斗门区家和城广场分店

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 1138 号家和城广场
101（负一层）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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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1 上健药房 珠海市上健药房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横山泰来路 347 号

12 珠海市斗门区清平医
药零售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清平医药零售
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虹桥三路 3号商业 G11
区 10 号

13 珠海市美臣医药有限
公司 珠海市美臣医药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虹桥三路 3号商业 5区

16、17 号商铺
14 比音勒芬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三灶分公司
三灶镇海澄机场大楼主楼（西指廊）二楼出
发指廊NO:038 号铺

15 客吉莱 广州市客吉莱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第一分公司

三灶镇海澄机场候机大楼主楼（中指廊）二
楼出发大厅 SD007、SD020 号商铺

16 汉堡王 汉堡王食品（深圳）有限公
司珠海市银湾路分公司

珠海市银湾路 1663 号十字门华发商都 C区
1层 C101 号商铺

17 外伶仃海馨酒店 珠海外伶仃海馨酒店（普通
合伙） 珠海市外伶仃岛天祥路 87 号

18 墨瑟门窗 珠海市罗圣鳐门窗有限公司 香洲区翠微东路 290 号世邦家居五号馆G1
层 G238B 号商铺

19 岭南大地百草园 珠海市岭南文化投资有限公
司 斗门区莲洲镇石龙村石龙 888 号

20 梦莲娜美容院 珠海市梦莲娜美容服务有限
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翠微西路 8号 2栋 7号商铺

21 纯真香薰 珠海纯真香薰美容服务有限
公司柠溪分公司

珠海市香洲柠溪路 284 号柠溪文化广场 C区
三层

22 珠海市康尼华家具有
限公司 珠海市康尼华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三台石路（世邦家居世界）31

号负一层地下室 B111-B112 号
23 世邦家居 1/2/4/5 号

馆
珠海世邦城市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三台石路 31 号

24 珠海市二手汽车行业
协会 珠海市二手汽车行业协会 珠海市沿河东路 31 号 17 栋 603 房

25 珠海市美容美发行业
协会 珠海市美容美发行业协会 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 8号深发展银行大厦

1802 室
26 珠海市青年商会 珠海市青年商会 珠海市香洲区翠前南路 278 号华业香庄（邮

政储蓄旁）
27 珠海优特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珠海优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 102 号

28 珠海市华发商都商业
经营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商都商业经营有限
公司 珠海市珠海大道 8号华发商都

29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香洲分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香洲分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金鸡路 789 号 4 栋 -6 栋、43
栋 -47 栋

30 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
司（摩尔广场） 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 珠海市迎宾南路 2095 号 F1 一层至三层及地

下室夹层

31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
有限公司珠海奥园商
业广场分公司（奥园
吉之岛）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
司珠海奥园商业广场分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梅界路 237 号自编 B1-01 号商
铺

32
广逸房地产开发（珠
海）有限公司（环宇
城）

广逸房地产开发（珠海）有
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前河北路 96 号

33 通济隆 通济隆外币兑换（中国）有
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三灶镇金湾机场一楼到达大厅 1AH-S/E-01
号场地

34 东方饺子王
哈尔滨东方众合餐饮有限责
任公司珠海市海澄机场分公
司

三灶镇海澄机场候机大楼主楼（西指廊）二
楼出发指廊 SI004 号商铺

35 蔚蓝书店东指廊店 珠海市蔚蓝时代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三灶镇海澄机场候机大楼主楼东侧出发指廊
（东指廊）2E-R-04 号场地

36 濠润坊 南京中图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金湾机场第三分店

三灶镇海澄机场候机大楼主楼西侧出发指廊
（西指廊）2W-R-18 号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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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37 珠海元朗食品有限公
司 珠海元朗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高新区金鼎科技工业园 30 号

38 珠海双喜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珠海双喜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区金环东路 39 号

39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
公司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科技六路 68 号

40 益利大酒楼 珠海市斗门大益利实业有限
公司益利酒楼 珠海市斗门区尖峰南

41 佳乐购物广场 斗门区乾务镇佳乐百货店 斗门区乾务镇虎山村商业楼首层

42 珠海御温泉渡假村 珠海御温泉渡假村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斗门大道 333 号（客房
楼）

43 爱婴岛家和城广场店 珠海市斗门区婴乐宝贝用品
专卖店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 1098 号家和城
广场二楼

44 永兴商店 斗门区莲洲镇横山永兴商店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横山商业区

45 珠海市斗门区诚信药
店 珠海市斗门区诚信药店 珠海市斗门区城东连桥路 170 号首层 A区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珠海）有限公司新
香洲店

华润万家商业科技（珠海）有
限公司新香洲店 珠海市前山人民西路 808 号

2 珠海市茂业百货有限
公司 珠海市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紫荆路３０１号

3 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
公司 珠海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明珠南路 1101 号负一层至五

层 A区
4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

（柠溪店）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柠溪路柠发商贸城首层

5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大
鸿鹄古春堂凉茶店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大鸿鹄古
春堂凉茶店

珠海市香洲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西澳二
街 1号 202#（C1-002#）商铺

6 得一超市 珠海市斗门得一商贸有限公
司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港霞东路 49 号

7 大润发商场 珠海市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中兴中路 328 号大信新都汇
斗门店 1F29、2F46、3F32 卡

8 星风超市 斗门区乾务镇星风超市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南中路 50 号

9 珠海市斗门区佳惠欣
杂货店 珠海市斗门区佳惠欣杂货店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斗门大道北 138 号

10 嘉荣超市家和城广场
分店

中山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珠
海斗门区家和城广场分店

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 1138 号家和城广场
101（负一层）

11 上健药房 珠海市上健药房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横山泰来路 347 号

12 珠海市斗门区清平医
药零售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清平医药零售
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虹桥三路 3号商业
G11 区 10 号

13 珠海市美臣医药有限
公司 珠海市美臣医药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虹桥三路 3号商业 5

区 16、17 号商铺
14 比音勒芬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三灶分公司
三灶镇海澄机场大楼主楼（西指廊）二楼
出发指廊NO:038 号铺

15 客吉莱 广州市客吉莱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第一分公司

三灶镇海澄机场候机大楼主楼（中指廊）
二楼出发大厅 SD007、SD020 号商铺

16 汉堡王 汉堡王食品（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市银湾路分公司

珠海市银湾路 1663 号十字门华发商都 C区
1层 C101 号商铺

17 外伶仃海馨酒店 珠海外伶仃海馨酒店（普通合
伙） 珠海市外伶仃岛天祥路 87 号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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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全球通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金砂东路 117 号全球通大厦

2 潮庭食品汕头火车站
店

汕头市潮庭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玉山路 23 号主楼

3 达濠李老二鱼丸濠江
旗舰店

汕头市达濠李老二食品
有限公司

汕头市濠江区西墩路 1号濠江花园三期第 102、
105 铺面

4 汕头市百年潮香食品有
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高新区科技东路 11 号 1幢 301 号房
之一

5 广东潮禧饮食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上巷村龙潭工业区

6 汕头市万壮食品有限公
司 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金鸿公路东侧鸿利工业区

7 广东卫康有害生物防
制有限公司

广东卫康有害生物防制
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文光亭脚路 14 号

8 新城家俬 汕头市新城家私有限公
司 城南办事处锦华花园 B1幢 13 号

9 香江茶叶 广东香江茶叶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快通智能科创园

10 汕头市圣鸿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汕头市圣鸿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乐山路 9号二层至三层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汕头市金平区奇香茶
行 汕头市金平区奇香茶行 汕头市金平区东方园北区 4栋西第 6格

2 阿童木创想家金平校
区

汕头童心智趣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新县家园三期 10 幢 106

3 广东宝爵 广东宝爵新材料实业有
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韩江路 19 号 401

4 汕头市恒昇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林文彬 汕头市龙湖区衡山路 63 号之十二

5 汕头市龙湖区世贸海
珊美容院

汕头市龙湖区世贸海珊
美容院 汕头市龙湖区金碧庄东区 34-35 幢 107 号之一

四、汕头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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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营造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佛山市消委会多举措推动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取得
新成效。截止 2月 25 日，佛山市创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线下无
理由退货承诺店”（以下简称“双承诺”单位）共 4733 家，总数跃升
至全省第二，增速全省第一，其中“放心消费承诺单位”4003 家排名
全省第一，创建覆盖面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是以政策文件为指引，根据省消委会统一部署，佛山市消委会结
合实际与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了《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佛山市消费
者委员会联合开展“放心消费承诺”“线下七天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
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和任务，推动全系统和相关行业协会积极
参与，为佛山市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取得实效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佛山市消委会大胆探索创新，开发“放心
消费承诺活动”一站式申报平台，提供自助申请渠道，打造活动新载体，
为承诺单位建立电子公示牌，实行承诺内容与公示牌共同公示，有效引
导行业协会、大型平台动员会员企业主动参与。

三是以大型商圈为重点，在消费集中的大型商超、特色商业街区、
旅游景区、连锁药店等重点领域发展了一批高质量的“双承诺”单位，
目前已作出承诺的市场主体中，有加入佛山标准的生产企业，有大型商

五、佛山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2022 年“3·15 系列”宣传手册

22

场超市，有厂商一体企业，也有品牌连锁，更有个体工商户，涵盖了日
用百货、家用电器、服装等多个行业，得到行业企业的支持和社会各界
肯定。

四是以示范单位为引领，先后引入“放心消费示范药店”“放心消
费肉菜单位”“放心食品超市”等不同领域示范单位加入，特别是在推
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中，以容桂街道凤祥振华商业街和容桂天佑
城为示范试点，经验成熟后再全面推广，有效推进了“双承诺”单位提
质增量。

五是以宣传教育为抓手，通过巡回宣讲、集中座谈、上门动员、媒
体宣传等形式，对商家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通过大数据对比告知商家
参与“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不会导致店铺整体销售额下降，打消
经营者的顾虑和观望态度 ; 举办“放心消费”宣讲会及授牌仪式，推动
放心消费工作走上新的台阶。
下一步，佛山市消委会将进一步巩固放心消费承诺创建成果，不断

拓宽市场主体参与创建活动的覆盖面，努力打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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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壹品装饰 佛山市枫尚壹品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街道雾岗路华艺装饰城北区 3
座 3楼 5号

2 佛山市兴华商场有限
公司

佛山市兴华商场有限公
司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 42 号之一

3 鹰牌陶瓷展厅 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
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二路 34 号鹰牌国际陶瓷城

4 佛山市环湖市场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环湖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彩虹路 86 号首层

5
广州盒马鲜生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佛山第二
分公司

广州盒马鲜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佛山第二分公
司

佛山市禅城区朝安南路 63 号 P120 自编 D168 号

6 大参林 佛山大参林连锁药店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小雾岗园林陶瓷厂内 8号第三
层

7 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55 号 410-411 房（住所
申报）

8 佛山宾馆有限公司 佛山宾馆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114-118 号

9 佛山市今诚食品有限
公司

佛山市今诚食品有限公
司 佛山市禅城区莲花路 138 号二层 19 号之一铺

10 天泽利华租车 佛山市天泽利华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 佛山市佛山市禅城区镇安星二花园 2号铺之 4

11 佛山市禅之旅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之旅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北 169 号首层、二层

12 盈盛酒庄 佛山市盈盛致远商贸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路 21 号 101,103 铺

13 禅城汾江南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汾
江南营业厅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南路 131 号（丽日豪庭）2区
3座 15 号铺、2区 4座 1号铺

14
佛山市创商汇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绿地中心
分店

佛山市创商汇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绿地中心分店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六路 15号佛山绿地中心自编号
1P1、1P2（住所申报）

15 佛山市禅城区成峰钱
大妈生鲜经营店

佛山市禅城区成峰钱大
妈生鲜经营店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湖景路 8号 2区五座
p13 号（住所申报）

16 佛山创意产业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创意产业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弼塘东二街 22 号自编 12 号首层

17 高雅眼镜 佛山市高雅眼镜视光科
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33 号负一层 101 号第
B49C

1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51 号

19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
公司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150 号第 10、11 层

20 佛山市龙猫信用管理
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猫信用管理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物华路 5-13 号佛山新媒体
产业园 4座 406、407

21 佛山市承林家具有限
公司

佛山市承林家具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沙头康泰南路 106 号 A座 5
楼至 7楼（住所申报）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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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22 佛山维尚家具有限公
司（维意定制）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金融高新区 B区融和路 25 号
荣耀国际金融中心 3楼

23 南海旺阁渔村 佛山市南海旺阁渔村饮
食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金路与崇民路交汇处

24 佛山市合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合诚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澜路石肯路段

25 广东迅誉物业管理发
展有限公司

广东迅誉物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六路 9号

26 佛山市南海佛灵大药
房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佛灵大药房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江滨花园海怡居 45 座首层
158 号

27 佛山市南海区惠雅商
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惠雅商场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桂东路 53 号

28 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
司 佛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通路 22 号智富大厦第 9

至第 12 楼

29 佛山贝壳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

佛山贝壳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 84号越秀星汇
云锦广场一区 2座 21 层 03-12 室

30 佛山市爱得堡服饰有
限公司

佛山市爱得堡服饰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南桥南工业区

31 尚玉阁玉器商行 佛山市南海区尚玉阁玉
器商行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东昆岗东路 18 号

32 佛山市创越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佛山市创越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 84号越秀星汇
云锦广场一区 2座 1903 室

33 佛山市臻味源食品有
限公司

佛山市臻味源食品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孝贤路2号7栋3楼（住
所申报）

34 广东蔬源农产品有限
公司

广东蔬源农产品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谢边货站路（土名：大田）自
编 A59-60 档（住所申报）

35 时利和申联店 佛山市南海狮山申联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穆院村“门口坑”地段（住
所申报）

36 美思 佛山市南海区雅怡俏内
衣店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中路 23号万科金域国
际花园 10 座地下室一层 2B-40-1 号商铺（住所申
报）

37 好好多平洲店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好好
多自选商场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永安路 14 号首层 2
号商铺（住所申报）

38 佛山市南海区大象有
害生物防治服务部

佛山市南海区大象有害
生物防治服务部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沥中邓西新区五巷九号首层铺
位

39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飞
鸿冷气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飞鸿
冷气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三西路 30 号 1幢 2、3
号铺

40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佛山分公司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锦园路 8号中海万锦豪园
紫荆街 1座 3楼 301 室

41 佛山市顺德卜蜂莲花
超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卜蜂莲花超
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齐杏社区居民委员会河北路
80 号宏汇广场 5栋一层部分、二层部分、三层部
分

42 广东康宝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康宝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齐新路 268 号

43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富裕村委会富安集约工业

区 5-2-1 号地
44 江博士 顺德陈村江博士鞋店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佛陈路一号顺联广场二楼

45 佛山市顺德区逢简水
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逢简水乡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游客服务中心

46 广东长鹿环保度假农
庄有限公司

广东长鹿环保度假农庄
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建设东路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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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47 红星美凯龙佛山乐从
商场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广湛公路水藤路段东侧

48 国美 广州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佛陈路一号顺联广场三楼

49 迪卡侬
迪卡侬（上海）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佛山诚德路
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诚德路 1号美的置业广场首
层第 1022 铺位（住所申报）

50 北京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
店有限责任公司顺德分
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府又社区东乐路 44号名门
豪苑 A-24 号铺、A-25 号铺之二 ( 住所申报 )

51 广东白燕粮油实业有
限公司 

广东白燕粮油实业有限
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马冈蟹口西路白燕街 28号

52 广东罗浮宫国际家具
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罗浮宫国际家具博
览中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英雄河西岸

53 璞一书城大信店 广东璞一书城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和居委会新城区彩虹路 1号
大信新都汇顺德店一层 L1003号商铺（住所申报）

54 联群副食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联群
副食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振华培贤路 13 号 

55 水晶城分店
佛山市盈福居房地产代
理有限公司万科水晶城
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潭州村委会登州工业区二路
8号万科水晶花园 58 号楼 147 铺

56 诚仕行 佛山市诚仕行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常教新成南路 1号大成花园一
期 7-11 号铺

57 顺客隆 广东省顺客隆商业连锁
有限公司乐从奥园分店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大道东 B268 号佛山奥
园商业街商铺 23、25、27 号

58 优能能源 佛山市顺德区中豪石油
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逢沙村委会逢沙大道 208
号

59 格力 顺德区容桂格科电器维
修服务部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振华社区振华路 282 号铺
之一（住所申报）

60
佛山市百姓堂药业连
锁有限公司乐从良村
分店

佛山市百姓堂药业连锁
有限公司乐从良村分店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村综合市场一楼 9-1 号商
铺

61 盈香生态园微商城 广东盈香生态园有限公
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冼村

62 佛山市飞扬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佛山市飞扬科技工程有
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大德路 35 号 3座 308 房

63 佛山市高明东泽电器
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东泽电器有
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路 169 号

64 佛山市逸聪科技有限
公司

佛山市逸聪科技有限公
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怡乐路 83 号之 31

65 周六福 佛山市高明区盈富珠宝
首饰店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盈信广场

66 金逸影院 佛山市万星影业有限公
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盈信广场

67 德润购物商场 佛山市高明区三洲德润
购物商场 佛山市高明区三洲德润购物商场

68
佛山市大恒仁药业连
锁有限公司高明沧江
路店

佛山市大恒仁药业连锁
有限公司高明沧江路店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路爱群大厦首层商铺
13 号

69 园林美食城 佛山市高明杨和园林美
食城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清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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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万胜易购 佛山市顺德区万胜易购
商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业大道 15-17 号俊兴楼

2 耐克 佛山市顺德区东之锐服
装零售店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诚德路美的悦然广场（建设
中）1033 － 3（住所申报）

3 骆驼 佛山市顺德区高颖服饰
店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社区诚德路 1号美的财
富广场二楼 2005 商铺（住所申报）

4 MJSTYLE 上海笕尚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社区诚德路 1号美的财
富广场一楼 1040 铺（住所申报）

5 热风 Hotwind 广东热风贸易有限公司
顺德北滘诚德路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社区诚德路 1号美的财
富广场佛山悦然广场二层2039、2040（住所申报）

6 永旺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
限公司佛山顺德大信新
都汇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和居委会新城区彩虹路
1号负一层 LB10 号商铺

7 妍丽 妍丽化妆品（中国）有
限公司顺德大信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和居委会新城区彩虹路
1号一层 L1022 商铺

8 熙然 佛山市顺德区卡佛儿服
装鞋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和居委会新城区彩虹路
1号二层 L2055 号商铺

9 天汇百货（大良店） 佛山市顺德区莹佳天汇
百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山中路 101 号青少年宫
东侧正业商贸中心商场首层第贰号铺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70 進誉地产沧江分店 佛山市高明区进誉房地
产代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东 492 号 13 层
1305 室

71 佛山市南丹山旅游度
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丹山旅游度假
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东和路20号之二（住所申报）

72 广东金牌陶瓷有限公
司 广东金牌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国家火炬计划佛山电子电

器产业基地”南区 135 号（F2）

73
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三水分公
司

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三水分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碧堤路 8号雅居乐花园

74 佛山市三水日日升商
业连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日日升商业
连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张边路 6号恒达花园南
1143

75 佛山市三水区百姓缘
医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百姓缘医
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乐华路 17 号（F1）自编 102
号、103 号

76 越界思哲影城 IMAX 佛山新动力越界思哲影
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西青大道 8号新动力广场
2座三层（自编 1号）

77 新和悦 佛山市三水新和悦餐饮
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耀华路 19 号北座首层 106、
107、108、109，203、204、205（住所申报）

78 佛山市三水格信电器
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格信电器有
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建设二路 3号汇信华府西
115 之一

79 佛山市利隆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利隆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石湖洲村委会“下三津”
之一

80 佛山市豪园饮料食品
有限公司

佛山市豪园饮料食品有
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工业区西南园 B区 106-2 号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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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0 沃尔玛
沃尔玛 ( 广东 ) 商业零
售有限公司顺德东乐路
分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符又居委会东乐路印象城
物物广场地下第一层

11 鸿星尔克 佛山市顺德区罗潇楠服
装经销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翔路 22 号涛汇广场 1
楼 113 号商铺

12 爱婴岛 佛山市顺德区婴智律百
货商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古鉴村委会凤翔路
22 号涛汇广场 211 商铺之二层 227，228 号

13 大润发顺德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润发商
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居委会延年路 8号

14 hotwind 热风 广东热风贸易有限公司
大良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府又社区东乐路 268 号印
象城购物广场 1层 01-30 号铺

15 苏宁易购
佛山市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顺德大良大信新
都汇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和居委会新城区彩虹路 1号
大信新都汇二层 L2003 号商铺

16 雅戈尔 佛山市顺德区咏富服装
店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佛陈路一号顺联万利商业广
场第 二 层第 7B-01&7B-02 铺位

17 爱宝宝 佛山市爱宝宝母婴保健
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佛陈路一号顺联万利商业广
场 1号楼三层 A-302

18 2 号仓库 顺德陈村驭领服饰店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佛陈路一号顺联万利商业广
场 3号楼一层 3A-08、09

19 巴拉巴拉 佛山市顺德区悦喜顺联
童装专卖店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佛陈路一号顺联万利商业广
场第 二 层第 5B-04、5B-05、5B-06A 铺位

20 inshop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衣昔
服装店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佛陈路一号顺联万利商业广
场第 二 层第 2B-04&2B-05 铺位

21 名汇鞋业 佛山市顺德区名汇鞋业
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振华路振华商业城 1号楼铺面
14 号

22 容山商场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商场
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山居委会容奇大道中 5号首
层及二层

23 德隆胜 佛山市顺德区德隆胜百
货商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奇大道中 15 号首层之一

24 图美寝饰 顺德区容桂美庭床上用
品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挂振华居委会振华路丽富楼铺面
190 号之一

25 爱婴岛 顺德区容桂振华乐贝妇
婴用品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振华路 113 号

26 百分百文具店 顺德区容桂百分百文具
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振华居委会富华路 55 号

24 九九多一
佛山市顺德区久久多壹
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容桂
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胜居委会宏业路 4号首层之
一

28 樂琳服装店 佛山市顺德区菲伊丝服
装鞋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新居委会容新路 1号之
三首层（住所申报）

29 鳄鱼恤（天佑城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鳄恤
服装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星居委会桂洲大道中 63号天
佑城首层 1L018 号

30 蜘蛛王皮鞋 顺德区容桂贤丰鞋店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朝阳居委会凤祥南路 78号喜悦
名居 101 号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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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韶关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消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两级关于开展放心消费环境
创建的有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制定一系列落实措施和执行方案，在
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全力指导全市大力开展放心消费承诺创
建工作，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推动消费维权社会共治，进一步改善消
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潜力，促进韶关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消委会积极落实创建要求，牢固树立上下

“一盘棋”的思想，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安排，统一推进落实，
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经营者参与“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
由退货承诺店”申报。为统筹推进放心消费承诺创建活动，在市-县（市、
区）- 乡镇三级联动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市市场监管局
具体负责领导和统筹推进全市创建工作；市消委会充分发挥好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作用，负责市内知名企业、通讯服务行业、商场综合体、大型
超市、连锁企业等对象的推介；各县（市、区）负责组织开展发动申报
工作，协助做好辖区内经营者发动、宣传推广、监督指导等具体工作，
推荐辖区重点、特色企业（个体户）积极参与；各基层组织负责以“点
对点”入户走访的方式进行宣传，将活动普及到乡镇的小微市场主体。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全市共创建了 1951 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和 178 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
为了普及宣传“广东省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内容，扩大韶关市“放

六、韶关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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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消费承诺”经营主体的覆盖率和影响力，进一步引导经营者对“品质
保证”、“诚信保证”和“维权保证”的消费承诺，2021 年，市市场
监管局、市消委会联合制定《韶关市放心消费承诺示范街区创建方案》，
紧贴本地实际，在商业步行街、商业综合体、日用品综合商场、行业专
业市场、农贸市场等较为集中的封闭式、半封闭式区域流通领域市场主
体开展创建工作，创新做法，集中推进，全力在各县（市、区）打造“放
心消费承诺示范街区”。目前，韶关市已在浈江区红星美凯龙、浈江区
风度名城、武江区世纪新城、武江区前进国际建材城、武江区阳山综合
市场、曲江区鞍山路人民路、乐昌市大润发商业街区、南雄市大润发购
物中心、始兴县九龄商业步行街、仁化县新城横路、翁源县中发惠民商
场、新丰县东盛广场、乳源瑶族自治县瑶族文化广场周边街区等商业集
中区启动创建了 13 个“放心消费承诺示范街区”。随着创建活动在商
业集中区的深入推广，让更多的经营主体了解“放心消费承诺”和“无
理由退货承诺”的实质内涵，会有越来越多的经营者参与其中，“放心
消费承诺示范街区”将成为真正的“放心消费承诺全覆盖街区”，进而
带动更多商业街区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企业守法、行业自律、消费舒心
的放心消费环境，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2022 年“3·15 系列”宣传手册

30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韶关市粤北城二手车
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韶关市粤北城二手车市
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韶关市韶南大道五公里东侧

2 红星美凯龙韶关浈江
商场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金汇大道 88 号商业一幢 301 室

3 韶关市粤兴孚商贸有
限公司

韶关市粤兴孚商贸有限
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北江路江畔广场怡景阁 506 号

4 浈江区刘礼时装设计
中心

浈江区刘礼时装设计中
心 广东省韶关市建国路建国大厦 8、9号铺

5 大润发韶关店 韶关市大润发商业有限
公司 韶关市熏风路与解放路交汇处（风度名城内）

6 广东省韶关市新粤北
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新粤北酒
业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中山路福达大厦

7 韶关市源丰文体用品
有限公司

韶关市源丰文体用品有
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一公里新仓库首层铺面第 3号
商铺

8 浈江区德彰红木家具
店

韶关市德彰红木家具有
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牛头潭 2号

9 韶关市龙星行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龙星行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七公里

10 浈江区你好阳光美发
中心

浈江区你好阳光美发中
心 韶关市浈江区风度北路 2号二楼

11
百胜餐饮（广东）有
限公司韶关体育中心
餐厅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
公司韶关体育中心餐厅 韶关市新华南路 16 号世纪新城首层 23-32 号铺

12 韶关市山宝商贸有限
公司

韶关市山宝商贸有限公
司 韶关市浈江区北江中路 1号枫景园首层商铺 1号

13
韶关市世纪新城购物
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韶关市世纪新城购物广
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南路 16 号四楼 1号房

14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
有限公司韶关新华南
路分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韶关新华南路分
店

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南路 16 号

15 韶关市前进泰立居国
际建材城有限公司

韶关市前进泰立居国际
建材城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工业西路前进国际建材城 B3座 14
号

1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韶关新华南客户服
务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新华南客户服务中
心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南路邮电综合楼首层 A
区

17 韶关市好煮意酒家餐
饮有限公司

韶关市好煮意酒家餐饮
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津头岭村北 88 号

18 万家灯火装饰材料总
汇 万家灯火装饰材料总汇 韶关市武江区前进建材城灯饰 B7栋 8-12 号铺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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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9 湘满楼（武江店） 韶关市湘满楼饮食管理
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佰旺路南侧佰旺美食城 A栋 A101-
105

20 亿科物业 韶关市亿科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工业中路 23 号

21 韶关市武江区小康生
活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小康生活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沙洲路 45 号南枫碧水花城Ｂ 2幢
二层

22 韶关市新动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韶关市新动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北江路湾景中心 201

23 韶关市近水楼台餐饮
有限公司

韶关市近水楼台餐饮有
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百旺大桥西南侧村口

24 韶关市潮兴酒楼有限
公司

韶关市潮兴酒楼有限公
司 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南路矿产研究所

25
中国联合网络有限公
司韶关分公司惠民南
路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韶关市分公司惠民
南路营业厅

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 17 号首层之一

26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向阳分店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向阳分店

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130栋福荣楼首层第1、2、
3跨商铺

27 南雄市粤客隆商贸有
限公司

南雄市粤客隆商贸有限
公司 南雄市雄州镇三影塔广场八、十号楼

28 新丰云髻山温泉大酒
店有限公司

新丰云髻山温泉大酒店
有限公司 新丰县丰城街道丰城大道西紫城 188 号

29 新丰县茶峒高山茶专
业合作社

新丰县茶峒高山茶专业
合作社 韶关市新丰县黄嵖镇茶峒村

30 仁化县喜洋洋休闲农
庄 仁化县喜洋洋休闲农庄 仁化县董塘镇红星村青石桥

31 文和老铺 韶关市粤北石塘文化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委会办公楼邻边 3号商铺

32 广东丹霞印象集团有
限公司

广东丹霞印象集团有限
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开发区金霞小区

33 韶关金喆园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韶关金喆园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 韶关市仁化县大桥镇长坝村委会廖子坑村小组

34 韶关市五马寨菌业有
限公司

韶关市五马寨菌业有限
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区）长坝村委会茨菇塘村
小组五马寨生态园

35 韶关市曲江曹溪温泉
假日度假村有限公司

韶关市曲江曹溪温泉假
日度假村有限公司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转溪桥头

36 广州市国美电器有限
公司韶关马坝分公司

广州市国美电器有限公
司韶关马坝分公司

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中华路中华园第三期 7、8号楼
首层

37 广东青云山药业有限
公司

广东青云山药业有限公
司 广东省翁源县龙仙镇环城北路 369 号

38 翁源县坝仔胜龙名茶
生产基地

翁源县坝仔胜龙名茶生
产基地 翁源县坝仔镇蓝河村

39 韶关云门山生态文化
旅游度假区

乳源县云门山旅游景区
开发有限公司  乳源县乳城镇云门村委会

40 始兴县古塘秋月山庄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始兴县古塘秋月山庄餐
饮服务有限公司 始兴县城南镇新村村横公岭城南中学旧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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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韶关市壹凡实业有限
公司

韶关市壹凡实业有限公
司 韶关市武江区建设路 13 号

2 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润
欢惠德商贸有限公司

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润欢
惠德商贸有限公司

乳源县乳城镇华景路富邦华景瑶族文化商业广场
A3 栋一、二层商铺

3 韶关市好又多商贸有
限公司

韶关市好又多商贸有限
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五里亭碧桂园凤凰商业广场
第 118 号商铺一层自编 1号铺

4 广东雪印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雪印集团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韶祥路 29 号

5 广东新星源智能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新星源智能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西堤北路 38 号二楼

6 始兴县玲玲商务有限
公司

始兴县玲玲商贸有限公
司 始兴县太平镇红旗路丹枫北苑 79 号

7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
务区有限公司一六服
务区南区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
区有限公司一六服务区
南区

乳源县广乐高速公路一六服务区南区

8 武江区世纪新城购物
广场奥康皮鞋专卖店

武江区世纪新城购物广
场奥康皮鞋专卖店

武江区新华南路世纪新城购物广场商场一楼 B区
006/007 号位

9 广东亚北农副产品有
限公司

广东亚北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石堡农科所内

10 韶关市宏昌众晟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韶关市宏昌众晟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工业西路 26号富康山水华府旭月园
1、2幢 -1 号商场 1号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33

广东放心消费承诺商家推荐手册

自开展放心消费环境创建活动以来，按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放心消费环境创建的工作方案》《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关于在
全省消委会系统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要求，河源
市消委会在全市消费维权系统积极开展“放心消费承诺”和“线下无理
由退货承诺”等活动，努力营造我市良好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工作情
况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是强化创建意识，明确创建责任。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是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措施。河源市消委会领
导高度重视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传达上级关于放心消
费创建活动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指导各县区按照活动要求、结
合实际制订实施方案和活动机制。河源市将参与创建活动的经营主体数
量作为反映河源市消费环境的一项参考指标。要求各县区充分认识开展
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重要性，按照统一要求，明确消委会在工作中的责
任分工和时间进度，确保各项工作举措和要求落实到位，按既定目标任
务完成创建工作。
二是开展行业和区域特色创建，以点带面推进创建工作。通过开展

一批示范行业参创和放心消费一条街的特色创建，加快提升放心消费创
建工作的整体能效，要求参加示范创建活动的经营者，全面推广首问责
任、赔偿先付、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等履诺制度。以龙川千年古城佗城

七、河源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2022 年“3·15 系列”宣传手册

34

镇为例，创建活动开始以来，在市场监管局、消委会有关工作部署和指
导下，佗城以药店行业为切入点大力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动员药店
企业积极参创。目前为止，佗城所有药品行业均已实现参创全覆盖。源
城区天平古街和东源县新港镇万绿湖码头风情街积极创建特色放心消费
一条街。各县区以行业和特色街创建作为示范，以点带面，辐射其他行
业和区域，深入推进放心消费创建活动，消费者满意、商家舒心、消费
市场和谐有序的美好愿景正在呈现。
三是强化宣传，落实保障。发动各县区通过张贴海报、派发宣传画册、

利用各种 LED屏、楼宇广告等宣传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推广先进典型，
鼓励及引导社会各界及各大行业加入创建活动。通过河源市电视台、河
源日报等媒体推广已通过公示的“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
退货承诺店”，形成创建工作与消费维权工作合并宣传、人人皆知的良
好氛围。通过组织河源市行业企业同步进行“放心消费承诺”宣誓活动
和授牌仪式，提高创建社会知晓度。

二、工作成效
通过前期的广泛宣传发动，各类经营主体自愿参与放心消费创建活

动的积极性较高，反响热烈，取得一定成效。截至目前为止，全市累计
共发展“放心消费承诺单位”548家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286家。
通过建设一批“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全
面推广线下购物 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制度，促进经营者落实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主体责任，营造河源市消费维权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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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好万家电器有限公司
兴源分公司

河源市源城好万家电器有限
公司兴源路分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兴源西路 58 号

2 百杏林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雅居乐分公司

河源市百杏林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雅居乐分公司

河源市区东城西片区纬十四路北边、文昌
路东边河源雅居乐花园 E1-3 栋 A1100 号、
E1-3 栋 A1101、E1-3 栋 A1102

3 广汽丰田汇源明珠店 河源市广汇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河源市明珠开发区河源大道西、创业三路南

4 新老百姓购物广场 河源市江东新区新老百姓购
物广场 河源市江东新区临江镇开发区

5 " 霸王花 " " 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 " 河源市东源县蝴蝶岭工业城蝴蝶大道北 3号
6 " 绿纯食品 " 河源绿纯食品有限公司 河源市东源县涧头镇圩镇
7 铭豪车行 河源铭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金山大道 27 号

8 和盛堂 河源市和盛堂药业有限公司  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新紫路 74 号骏景豪庭第一层 102 房
9 百惠万家商贸发展有

限公司
龙川县百惠万家商贸发展有
限公司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新城一号小区泰华城 C
区二楼

10 金马冷气电器有限公
司

龙川县金马冷气电器有限公
司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隆兴路财政地税综合楼

11 客满天书城 龙川县客满天书城 河源市龙川县新城开发区中和一路 63 号

12 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连平
分公司 河源市连平县城连平大道南电信大楼

13 君乐福超市（隆街店）连平县隆街镇君乐福购物广场（华隆店）
河源市连平县隆街镇华隆市场物业有限公司
大楼一楼、二楼

14 绿洲大药房 和平县聚隆绿洲药业商场 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和平大道宝信农贸市场
6号

15 坚强百货 广东坚强百货有限公司 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和平大道西世纪广场
B2栋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河源市野趣沟有限公
司 河源市野趣沟有限公司 河源市桂山旅游大道 10 公里处

2 河源市源城区华伦眼
镜 河源市源城区华伦眼镜 河源市源城区兴源路 3号

3 佳家福百货超市 河源市江东新区佳家福百货超
市

河源市江东新区广晟学府花园汇华苑 B7栋
C055 号

4 逢森购物广场 广东省逢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河源市东源县城行政大道宝晟花园宝格丽 A栋 101 商铺
5 大众购物广场 东源县大众购物广场 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中心市场中心栋

6 河源市驰翔贸易有限
公司 河源市驰翔贸易有限公司 河源市龙川县经济开发区 3号小区（水果

批发市场对面门店）
7 龙川县绿油体验店 龙川县绿油体验店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新城 5号区海天大厦

第一层 101
8 宝成商业广场 紫金县宝成商业有限公司 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香江路 36 号 1-3 层

9 连平县好万家电器店 连平县好万家电器店 河源市连平县元善镇沙田坝南门口滨河东
路电力公司旁

10 世纪绿洲大药房 和平县世纪绿洲大药房有限公
司

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工业一路世纪广场一
楼外铺 21 号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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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营造诚信、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梅州市市场监管局、市消保中心高度重视，大力
推进放心消费创建承诺活动，发动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引导生产经营者
诚信守法经营，多措并举营造梅州市良好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以创建工作为契机，完善消费维权体系。梅州市平远县首个放心消
费示范街——官田广场，坚持“一店带一街”“共建共赢共享”理念，
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五项目标，
推动示范街创建科学化、规范化，努力营造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发动
商户积极参与“放心消费承诺”和“无理由退货承诺”，指导参与商户
填报申请表、填写承诺书，全面排查街区经营者办照、亮照情况，督促
指导经营者完善商品（服务）消费服务体系、落实服务承诺及加强价格
自律，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目前，官田广场示范街有 27 家放心消费承
诺店。

传承品牌老字号，守住放心消费大门。“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的出
发点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依法诚信规范经营。老字号文化最突出的特
色就是“诚信”，不诚信就做不成百年老店。在各行业领域、消费领域
选老品牌、优质企业作为标杆示范，以先进带动后进，引导广大承诺单
位落实主体责任，落实公示宣传机制到位、维权工作机制到位、台帐登
记机制到位、联络员机制到位等“四落实”，引导企业合法依规、践诺

八、梅州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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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自律经营、提升服务品质。
积极开展立体宣传，打造话题热度热点。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推

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宣传单张，在社区公示栏等多种宣传方
式，呼吁广大企业、个体工商户以“放心消费承诺”和“线下无理由退
货承诺”为主题，以诚信经营、文明经商为落脚点，积极参与放心消费
环境建设。召开相关行业协会商会、企业商户专题宣介座谈会，提高创
建活动的全民知晓度、参与度、支持度，通过活动充分调动了各经营户
参与诚信文明经营的积极性、自觉性，营造了良好的“放心消费”氛围。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654 家 ,“线下无

理由退货承诺单位”76 家。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梅州市稻丰实业有限
公司

梅州市稻丰实业有限公
司 梅州市梅江区西阳镇龙坑村

2 梅州市尚记食品有限
公司

梅州市尚记食品有限公
司 梅州市梅江区文保路 7号

3 梅州市向丽食品有限
公司

梅州市向丽食品有限公
司 梅州市梅江区东山大道盘龙桥侧

4 金苑酒店万象店 梅州市金苑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万象分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金燕大道万象江山万象汇 SY-05 栋
1 号

5 芸香饼家 广东芸香实业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新中路 30-18 号

6 穗宝床垫 梅州市梅江区快乐购家
居生活馆 梅州市梅江区彬芳大道金利来步行街

7 梅州市春天日产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春天日产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环市北路 136-1 号

8 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
限公司新城店

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新城店 梅州市梅县程江镇宪梓中路 10、12 号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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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梅州市喜多多超市连
锁有限公司超级多超
市

梅州市喜多多超市连锁
有限公司超级多超市

梅州市梅江区彬芳大道鸿都花园鸿都商业城 E1-
118 商铺

2 梅州市客都大药房有
限公司

梅州市客都大药房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彬芳大道鸿都大厦北侧第一层

3 梅州市鸿儒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梅州市鸿儒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金山办龙丰村学子大道 8号

4 平远县飞龙实业有限
公司飞龙超市

平远县飞龙实业有限公
司飞龙超市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平城中路百货大楼

5 梅州南台果业有限公
司 梅州南台果业有限公司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平兴路平远商业城 B栋 B1-4

号商铺二楼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9 大埔县城凯达大厦凯
达名茶店

广东凯达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 梅州市大埔县湖寮镇内环西路 168 号凯达大厦

10 大埔县通美实业有限
公司

大埔县通美实业有限公
司 梅州市大埔县湖寮镇密坑村现代农业产业园

11 大埔县瑞锦酒店 大埔县瑞锦酒店 梅州市大埔县湖寮镇内环西路龙山二街

12 深华大药房汤坑路分
店

广东深华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汤坑路分店 梅州市丰顺县汤坑镇汤坑路 81 号

13 广东梅苑实业有限公
司 广东梅苑实业有限公司 梅州市丰顺县市政大道边 A块 47-50 号

14 广东雅太郎实业有限
公司

广东雅太郎实业有限公
司 梅州市丰顺县留隍镇北洞

15 兴安大药房 广东兴安医药有限公司
兴安大药房

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华兴北路电信局斜对面（原
百货公司）

16
梅州市时珍药业连锁
有限公司平远城中分
店

梅州市时珍药业连锁有
限公司平远城中分店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平城中路

17 广东保灵医药有限公
司保灵大药店

广东保灵医药有限公司
保灵大药店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平城中路休闲广场商业街第
5.6.8.9 号门店

18 梅州市民泰药业有限
公司

梅州市民泰药业有限公
司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平城中路 47 号

19 梅州市金宝树农业有
限公司

梅州市金宝树农业有限
公司 梅州市平远县东石镇茅坪村圩镇 8号

20 平远县平城中路梅平
面包店

平远县平城中路梅平面
包店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平城中路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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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大力推进惠州市消费环境市场化、法
治化建设，根据《省消委会关于在全省消委会系统开展放心消费环境创
建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惠州市消委会在市政府市局指导下，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承诺”活动，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消费品质，释
放消费潜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一、特色举措
（一）创新宣传方式
1. 惠州市消委会利用“双 12”全民消费高峰的特殊日子，在仲恺

高新区以网络直播的形式举行“放心消费环境创建活动暨仲恺高新区消
费维权服务站工作联盟成立大会”，仲恺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
维权服务站、经营单位、消费者等代表共 200 人参加。活动现场，46
家消费维权服务站、150 家经营单位作出消费环节赔偿先付承诺、消费
环节经营者首问承诺、诚信经营承诺并进行宣誓。此次活动通过网络平
台进行全程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到7890人次，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进一步推动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诚信经营，全力为消费者营造更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2. 制作网络主题短视频拍摄，开展综合宣传活动。邀请专业拍摄团

队深入一线实地拍摄网络主题短视频，让监管者、经营者、消费者全部
参与到宣传视频的拍摄录制中，在拍摄中深入宣传、在宣传中促进协同
共治、在共治中让消费维权更畅通，通过网络媒体的推文及视频综合宣

九、惠州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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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让“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的年主题深入民心，形成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二）特色讲座
1.开办7场针对创建工作的特色讲座，制作专门的PPT向商家企业、

经营者全面讲述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细则及教授解决消费纠纷技巧，受到
广大企业、经营者的一致好评，也增强了他们参加承诺活动信心。
2. 举办“消费维权办实事　携手同心促振兴”社会公益活动——诚

信经营讲座。围绕“企业如何打造诚信放心健康的消费环境”主题进行
现场讲座和交流互动，经营者代表们还通过小程序积极参加了线上“诚
信经营”宣誓活动，最后还重点参观了丽日百货、星艺佳建材城等商家
的顾客接待室（消费调解室）及“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示范店。通过此
次活动为契机，加大对诚信经营的宣传力度，从而加强诚信经营主体责
任，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三）个性化挂牌仪式
举办 8个批次“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

挂牌仪式，并通过网络、媒体向大众宣传，增加参与者的获得感、消费
者的认同感。

二、主要成效
（一）浓郁的创建、承诺氛围
惠州市目前共有 2364 家企业单位参与放心消费承诺活动。
（二）得到广大企业、经营者的认可
有很多未能参与挂牌的企业、经营者主动与区消委会取得联系，希

望能参加后续的承诺活动。
（三）促进“放心消费”业态发展
通过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广大

商家不断提高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让消费者信赖经营者，愿消费、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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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放心消费。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经营者参与到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当中来，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助推惠州市经济持续稳定
高质量发展。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老车田 ( 惠大店 ) 广东车田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办事处上马庄上一村 8号

2 老车田（江北店） 惠州市惠城区车美田餐
厅

惠州市江北云山东路 32 号丽日君颐家园 3.5.6 号
楼 1层 14 号

3 金勺子 惠州市金勺子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金山大道 13号惠州印象城购
物中心 2层 11 号

4 妈妈三餐 惠州市惠城区妈妈三餐
餐饮店江北店 惠州市惠州大道中路 38 号地下层 1-BF13

5 安琦美居家具店 惠州大亚湾安琦美居家
具店 惠州大亚湾澳头居然之家

6 翼启居家居生活馆 惠州大亚湾翼启居家居
生活馆 惠州大亚湾澳头居然之家

7
广东钻石世家国际珠
宝有限公司惠州大亚
湾万达广场店

广东钻石世家国际珠宝
有限公司惠州大亚湾万
达广场店

惠州大亚湾区万达广场

8 万兴电器 惠东县万兴商场 惠东县平山人民路

9 惠州市博士眼镜有限
公司

惠州市博士眼镜有限公
司 广东省惠东县平山街道建设路 31 号

10 惠民便利店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益友
便利店

惠州市东江高新区可立克工业园内 6栋宿舍一楼
4号商铺

11 家简生活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家简
百货店

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东新大道 39
号东升雅院 2号楼 1层 10 号

12 惠悦城精品超市 惠州市惠悦城超市有限
公司

惠州市东江高新区科技产业园东新大道 39号东升
雅院 1号楼 2层 03 号铺

13 东江高新区中国电信
营业厅

惠州市铭顺科技有限公
司

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东新大道
1290 号映月湾 4号楼 1层 102 号

14 南北药行
深圳市南北药行连锁有
限公司惠州仲恺映月湾
分店

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泽大道
1290 号映月湾 6号楼 1层 05 号

15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
福鑫购物广场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福
鑫购物广场

惠州市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小贩中心 9M-03-7 地
块 D23 号 -G19 号

16 圣博盾纱窗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圣博
盾门窗经营部 惠州市陈江镇仲恺六路 230 号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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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7 贝佳美贝壳粉 惠州市贝佳美环保涂料
有限公司 惠州市陈江镇仲恺六路 230 号

18 金华龙家居建材
MALL

惠州市金华龙实业有限
公司 惠州市陈江镇仲恺六路 230 号

19 麦当劳
惠州市粤海德客餐饮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仲恺五
路分店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金湖路 1号天益广场 2号商
业楼一层 28 号及二层 09 号商铺

20 海底捞
简阳市海捞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惠州市金湖路分
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金湖路 1号天益城 6楼
03 号

21 八合里
惠州市八合里海记餐饮
文化有限公司天益城分
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莞惠城轨仲恺站出口侧“天益
广场”2# 楼第 6层第 002 号商铺

22 太二 广州太二餐饮连锁有限
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莞惠城轨仲恺站出口
“天益广场”8号楼内第 4层第 015 号商铺

23 探鱼 成都探鱼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惠州仲恺天益城店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金湖路 1号“天益广
场”1号楼内第 5层第 012 号商铺

24 惠州市兴强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惠州市兴强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江北 21 号小区文明一路九巷 50 号

25 惠州市百姓缘医药有
限公司

惠州市百姓缘医药有限
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办事处联合村青塘地段厂
房一楼

26 顺盛百货店 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顺
盛百货店 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南兴街 13 号

27 维多利保罗男装惠州
君尚店

惠州市惠城区隆嘉服装
店 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路 60 号惠州君尚 6楼

28 润金黄金珠宝惠州君
尚店 惠城区丹艺首饰店 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路 60 号惠州君尚 1楼

29 惠州二店
新派（上海）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惠州演达路分
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演达路 11 号港惠新天地商业广场 5
层 5109、5111 商铺   

30 惠州万达国际电影城
有限公司 

惠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
限公司 惠州市河南岸演达一路（港惠新天地四楼）

31 国安居惠城店 深圳市航天远东实业有
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惠州市河南岸演达大道 19 号汽车博览中心 1-3 层 

32 福特 5S 体验店 惠州市共成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演达路 14号小区内（惠州市
汽车大市场内）第二期场地 26 号之一

33 吸引力婚纱摄影 惠州市吸引力婚纱摄影
有限公司 

惠州市河南岸小石湖演达一路好利广场首层商场
3号商场 

34 沃尔玛港惠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惠州演达路分店 惠州市河南岸演达路港惠新天地商业广场  

35 三生滋本 惠州市三生滋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惠沙堤二路 86号悦湖会花园
4栋 1层 02 号商铺

36 永旺惠州金山湖店 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惠州金山湖店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三环南路 32号隆生广
场金山湖中心 L1-L17

37 全棉时代
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广东惠州市惠城分
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 惠城县（区）三环南路 32 号隆生
金山湖中心商业综合楼一层 01 号 L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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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38 佳田烘焙 惠州市佳田食品有限公
司江北丽日分店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 24号小区丽日购物广场
江北店 1103 号铺

39 国美 深圳市国美电器有限公
司惠州江北分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 24号小区丽日购物广场
江北店四楼

40 惠州市浩全食品有限
公司 

惠州市浩全食品有限公
司 惠城区水口龙津骆老屋村 26 号 

41 中海生活汇 中海宏洋惠州城市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文明一路中信城市时代
B座 19 楼 1903 房

42 广东摩尔新材料有限
公司

广东摩尔新材料有限公
司 秋长街道新塘村地段华叶家博园 B4栋 128 号

43 惠州市新兆盛床垫制
造有限公司

惠州市新兆盛床垫制造
有限公司 三栋镇陶前工业区雅芳婷老厂

44 惠州市大班尚品科技
有限公司

惠州市大班尚品科技有
限公司

秋长街道新塘村地段华叶家博园 B3栋 72、74、
76 号

45 惠州市惠城区妤纤女
子美容生活馆

惠州市惠城区妤纤女子
美容生活馆 惠州市惠城区惠沙堤 10 号东座一层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惠州市天安堂药业连
锁有限公司镇隆康福
连锁店

惠州市天安堂药业连锁
有限公司镇隆康福连锁
店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新圩三街 27 号

2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广
盛隆电器店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广盛
隆电器店 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邮电局对面

3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春
一名茶庄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春一
名茶庄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居委会新市场六街 11 号 

4 深圳家乐福商业有限
公司惠阳万联店

深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
司惠阳万联店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人民五路 2号万联购物广场

5 蓝田京东家电专卖店 龙门县蓝田乡宇诚电器
商行 惠州市龙门县蓝田乡蓝新街 5号

6
惠州市大参林药店有
限公司龙门县龙潭分
店

惠州市大参林药店有限
公司龙门县龙潭分店 惠州市龙门县龙潭镇前进路 8号之一

7 龙门泰康药业有限公
司左潭店

龙门泰康药业有限公司
左潭店 惠州市龙门县左潭圩龙塘路 15 号

8 博罗县福田镇新明食
品厂

博罗县福田镇新明食品
厂 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新明食品厂

9 惠州市惠城区御纤美
容院朗琴湾店

惠州市惠城区御纤美容
院朗琴湾店

惠州市惠城区东升三路 1号朗琴湾第 15 栋 1层
14 号

10 惠州市国惠兴农副产
品配送有限公司

惠州市国惠兴农副产品
配送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街道云山东路 18 号 A栋五层
A506-A507 室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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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开展以来，汕尾市消委会认真贯彻落实省消委会
相关工作部署，将放心消费创建活动作为消委会工作的强力抓手，广泛
宣传造势，主动引导多方参与，进一步营造放心、安全、和谐的消费环
境。截止目前，汕尾市参与放心消费承诺活动商家 289 家，其中参与无
理由退货承诺商家 25 家。

一、高度重视，加强部署
积极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动员。2019 年底，汕尾市消委会制定了《汕

尾市消费者委员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方案》，成立放心消费创建办公室，
并组织全市相关行业协会召开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座谈会，传达广东省放
心消费创建活动相关文件精神，并积极动员行业协会、商超、酒店、网
店等参与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二、强化宣传，落实保障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营造氛围。调动各级消委会及有关各方积极性，

面向基层一线、面向社会各方，运用电视台、电台、报刊、网站、商场
LED 屏及新媒体平台等宣传媒介和开展线下活动进行面对面宣传服务。
通过广泛宣传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目的意义、创建内容及参与方式等，
提高创建活动全民知晓度、参与度、支持度。据统计，创建活动开展至
今共计投放15万元财政资金在活动宣传上，取得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十、汕尾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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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树立标杆，示范引领
充分发挥放心消费创建主体标杆引领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升创建效

能，通过以圈带片，以点带面，拓展行业的方法，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提升全市诚信市场主体诚信经营、放心消费、无忧购物、优质服务水平。
在汕尾市海丰县可塘镇将珠宝交易市场建设成为“放心消费示范市场”，
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商品经营者自觉履行法律义
务、规范经营行为，倡导诚实守信、守法经营的理念，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年年有鱼 广东年年有鱼食品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红海西路 2号

2 合利 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合利
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遮浪街道通南路 100 号
游客中心一楼 1号

3 三五零科技 汕尾三五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香洲西路北侧金海明珠小区 C栋 2901

4 苏宁电器 汕尾市苏宁购销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汕尾大道龙富广场

5 忠农配送 汕尾市忠农配送有限公司 汕尾市 - 城区 - 汕尾市城区汕尾大道香洲头地段
西侧福利安置楼 B栋门市 8号

6 达盛代理 汕尾市达盛国际船舶代理有限
公司 汕尾市城区汕马路南侧商住楼 B6栋 2号一楼

7 培生教育机构 汕尾市城区培生教育培训有限
责任公司

汕尾市城区香洲西路北侧金海明珠广场三层 03号
商铺。

8 大钱窑鸡 汕尾市海丰县大钱窑鸡店 汕尾市海城镇红城大道河园一巷 17 号

9 世纪广场 汕尾市世纪广场实业有限公司 汕尾市海丰县二环路

10 奕宝珠宝 海丰县可塘镇奕宝珠宝行 汕尾市可塘镇珠宝交易市场DF2045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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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老德头汕尾特产
平价超市

汕尾市红海湾老德头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红海湾遮浪旅游区 1楼

2 培生教育机构 汕尾市城区培生教育培训有
限责任公司

汕尾市城区香洲西路北侧金海明珠广场三层 03号
商铺。

3 奕宝珠宝 海丰县可塘镇奕宝珠宝行 汕尾市可塘镇珠宝交易市场DF2045

4 沃尔玛 沃尔玛（广东）商业零售有
限公司汕尾香洲西路分店 汕尾市城区香洲西路北侧

5 信诚 汕尾市信诚商业连锁有限公
司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香城路中段信诚大厦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1 陆丰电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陆丰分
公司 陆丰市陆城龙山路 19 号

12 沃尔玛 沃尔玛（广东）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汕尾香洲西路分店 汕尾市区香洲西路北侧

13 信诚 汕尾市信诚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香城路中段信诚大厦

14 简贝壳烘焙 陆丰市东海简贝壳烘焙食品馆 陆丰市东海镇人民路中段（百家福购物广场旁）

15 广信药业 汕尾市国荣广信药业连锁店有
限公司陆丰市益泽堂分店 陆丰市河东镇后坎村委会后坎二村 33 号第二间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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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东莞市消委会按照省消委会的统一部署，以经营者自愿
参与承诺，各消委分会监督、宣传和引导的方式，继续扎实推进“放心
消费创建承诺”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两项重要活动。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全市累计创建3096家“放心消费承诺店”和182家“线
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经营者诚信意识明显提升，消费者的安全感、
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一、迅速部署，合力共抓
2021 年年初，市消委下发了全年放心消费创建工作计划及目标任

务，要求各行业协会、各分会结合实际积极发动创建。各分会迅速行动，
严密部署创建活动，相关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共同推动本地线下无理由
退货活动取得实效。

二、以点带面，培育示范
为了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市消委会先后组织通

信领域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以及医药零售领域的东莞国
药、大参林、海王星辰等知名品牌企业，召开座谈会，在通信领域和医
药领域开展创建活动，两大领域共创建“放心消费承诺”商家1006家，
占年度创建总数 70%，“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商户 13 家，占年度创
建总数 10%。同时，市消委会继续加强与各行业协会的沟通协作，积极
发动行业协会推荐会员企业参与放心消费承诺，市饮料行业协会、市二

十一、东莞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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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车行业协会等积极推荐会员企业参与放心消费承诺，充分发挥消委会
主导、行业组织推动、社会各界监督的作用。据统计，2021 年，全市
新增承诺单位总数 1420 家。各分会创建 1385 家，市各行业协会创建
35 家。

三、强化宣传，深度推广
2021 年 3·15 期间，在省消委会的统筹组织下，市消委会联合东莞

市连锁餐饮发展促进会拍摄放心消费创建专题宣传报道，介绍行业协会
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情况，并通过广东电视台等多渠道播放，进一
步提升传播覆盖面。同时，各分会大力发动“双创”承诺商户拍摄宣传
推介视频，共向市消委会推送优质商家达 30 多户，市消委会选取质量
较好的宣传视频推送给省消委会，由省消委会在各大媒体平台集中宣传。
此外，各分会还充分运用电视台、电台、报刊、网站、商场 LED 屏及
新媒体等宣传媒介，采用宣传短片、公益广告、横幅、海报、进店入户
派发宣传单张等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广泛宣传，取得明显效果，为放心消
费创建活动营造热烈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四、落实职责，加强督导
为进一步推进全市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履行消委会对“放心消费承

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的监督指导职责，在省消委会指
导下，市消委会分别于 2021 年 3 月、2022 年 1 月，通过志愿者线下体
察、实地检查等方式开展了“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
承诺店”实地体察活动。对体察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各行业协
会、各分会，要求迅速整改并总结分析，确保创建工作取得预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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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奥盈纪元服装 东莞市奥盈纪元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路 1号 2栋 101 室

2 富民燃气 东莞市富民燃气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连升北路 775 号十楼 1号

3 嘉诚食品 东莞市嘉诚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博涌社区王屋向西路 83 号

4 艾米艾门服装 东莞市艾米艾门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第二工业区镇业路 11 号

5 斯波阿斯体育
用品

东莞市斯波阿斯体育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赤岗富马一路 16 号 1栋 201 室

6 东莞国药星城
店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
业有限公司东城新星药店

东莞市 - 东城街道 - 东莞市东城区星城社区学星
路 76 号新世纪星城 48 幢商铺 185 号

7 奥迪奥泽店 东莞奥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东莞市东城区莞长路牛山村路段离牛山加油站
200 米处

8 海雅百货东城
店 东莞市海雅百货有限公司 东莞市 - 东城街道 - 东莞市东城区岗贝东城大道

世博广场 A座

9 嘉荣星河城店 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东城
星河城店

东莞市 - 东城街道 -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升
路 229 号星河城二楼

10 永辉超市万达
店

广东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东莞东
城万达店

东莞市 - 东城街道 - 东莞市东城区主山东纵路 208
号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负一层

11
东莞市锦鸿餐
饮管理有限公
司南城沙苑分
公司

东莞市锦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南城沙苑分公司 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沙苑一号楼 108 号商铺

12
沃尔玛（东莞）
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南城宏图
路分店

沃尔玛（东莞）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南城宏图路分店 东莞市南城区宏图大道 21 号

13
东莞市华美乐
建材超市有限
公司

东莞市华美乐建材超市有限公
司 东莞市南城区科技工业园

14 东莞市嘉荣超
市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银丰路 2号四楼 2号

15 健泰电器 东莞市健泰制冷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寮步龙泉路 1号 101 室

16 牡丹亭酒楼 东莞市牡丹亭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东莞市寮步镇坑口社区香市路旁一层

17 香佬李香业 东莞市香佬李香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寮步社区牙香街 21 号二楼

18 君林莞香堂 东莞市君林沉香文化产品有限
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寮步社区牙香街一期 25 号商铺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2022 年“3·15 系列”宣传手册

50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9 嘉荣超市 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长安
万达广场店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东门中路 1号 10 栋负
一楼 1020 室

20 嘉荣超市 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长安
长青店 东莞市长安镇长青南路 303 号商业广场二区

21 Boylondon 东莞市长安鹰标男孩服装店 东莞市长安镇长安东门中路 1号 12 栋 1013 室

22 慕思旗舰店 东莞慕思寝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喜嘉华酒店主楼 38 层

23 南五厂部旗舰
店 远梦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南五村

24 厚街鼎盛店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东莞厚街店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厚街大道东 13 号 201 室

25 新盟食品专营
店 广东新盟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增埗村卢屋鲤鱼山工业区

26 华美食品旗舰
店 东莞市华美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茶山镇南社管理区

27 莞香楼 东莞市莞香楼饮食服务有限公
司 东莞市万江区万道路万江段 11 号

28 红星美凯龙 东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
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区万道路与四环路交汇处

29 亨达百货（田
心店） 东莞市亨弈达百货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塘龙西路 45 号田心市场二楼 A

30 亨达百货龙背
岭店 东莞市亨泓达百货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龙背岭社区塘龙西路 264 号三楼

31 永来润购物 东莞市永来润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谢岗广场中路一巷 11 号 204
室

32 兴勤生活超市 东莞市谢岗兴勤日用品商场 镇谢岗花园大道 81 号 139 室

33 横沥糖糖 东莞市横沥糖糖农产品农民专
业合作社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横沥桃园一路 11 号 101 室

34 蒸诚湘待 东莞市横沥豪家饮食店 东莞市横沥镇北环路山厦路段

35
广东省东莞国
药集团清溪医
药有限公司盛
和药店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清溪医药
有限公司盛和药店

东莞市清溪镇居民香芒中路盛和豪园 2幢 103-
104 号

36 润升百货清溪
店 东莞市嘉维润升百货有限公司 居民鹿鸣路盛和新都会广场 4、5、6栋一、二层

37 天虹 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黄江
店 东莞市黄江镇环城路 101 号

38 万业 广东万业百货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黄江镇宝山社区袁屋围村袁屋围路 1号

39 威豪博士眼镜 东莞市威豪博士眼镜店 企石镇振华路 59 号

40 博士眼镜 东莞市企石博士眼镜店 企石镇振华路 45 号

41 Coco 东莞市昕湖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博恒二路 1号 2栋 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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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42
东莞市隐贤山
庄景区投资有
限公司

东莞市隐贤山庄景区投资有限
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丽城开发区丽城假日酒店
一楼 101 室

43 东莞国药大朗
松佛店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大朗医药
有限公司松佛药店 东莞市大朗镇松佛路 152 号 102 室

44 东莞市道滘新
时尚傢俬商店 东莞市道滘新时尚傢俬商店 道滘镇振兴路北 94 号

45 天和 广东天和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樟木头镇永宁路樟罗商业城

46 东宝眼镜 东莞市东宝眼镜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道市桥路 6号 103 室

47 中堂药品商店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中堂医药
有限公司中堂药品商店 东莞市中堂镇新兴路 99 号

48
沃尔玛（东莞）
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凤岗中心
分店

沃尔玛（东莞）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凤岗中心分店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永盛北路 1号

49 君汇缤纷城 东莞市君汇缤纷城商贸有限公
司

东莞市沙田镇阇西村中心区紫微银座 1号楼 1-3
层

50 矮仔肠 矮仔祥（广东）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高龙西路 132 号 3 号楼 3单
元 101 室

51
广东省东莞国
药集团石排医
药有限公司中
心药店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石排医药
有限公司中心药店 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 478-480 号首层

52 东莞市石龙新
城洗车服务部 东莞市石龙新城洗车服务部 东莞市 - 石龙镇 - 东莞市石龙镇新城市华毅花园

首层铺位

53 大润发、发到
家（桥头店） 东莞市欧可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 166 号 1 号楼 202

室

54 东莞市联丰酒
业商行 东莞市联丰酒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碣镇迎春路 2号

55 东莞市傻二哥
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傻二哥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坑镇龙坑工业区 13号傻二哥食品工业园

56 嘉荣 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望牛
墩康润广场店 东莞市望牛墩镇望联村

57 沃尔玛 沃尔玛（东莞）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大岭山玉屏路分店

东莞市大岭山镇矮岭冚村 107 国道北侧的领尚天
地商住第 10栋集中商业地下一层，地上第一层，
地上第二层及地上第三层部分

58 万和百货 东莞市鑫鹏购物广场 东莞市洪梅镇雍景豪园鑫鹏购物广场一至三层

59
广东周黑鸭食
品工业园有限
公司

广东周黑鸭食品工业园有限公
司

东莞市麻涌镇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麻涌东环路
117 号

60 东莞国药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虎门医药
有限公司九门寨药店 东莞市虎门威远九门寨环岛路农贸市场路段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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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消委会将放心消费创建活动作为消费维权工作的强力抓手，
广泛宣传造势，主动引导多方参与，努力提高全社会对放心消费创建工
作的关注度、参与度和认同度。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市共创建承
诺单位 3055 家，其中“放心消费承诺单位”2676 家 ,“线下无理由退
货承诺店”379 家。

一、凝聚社会共识，多部门联动，上升创建高度
中山市消委会联合市文明办、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放心消费商家承诺

活动，以三个单位共同作为指导单位的高标准模式开展放心消费承诺活
动，助推重建消费信心，加速消费市场恢复，推进放心消费共建共享。
通过研究建立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与诚信建设有机结合的联合机制，在承
诺活动中凸显诚信主题，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纳入中山市文明城市创建内
容。在市消委会的推动下，中山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中山市完善促进消
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中，将“放心消费承诺活动”写入工作要点之一。
放心消费承诺活动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进民生实事工程，实现美
好生活需求的创新举措。

二、打造宣传合力，融合行业特色，拓展创建宽度
1. 融合行业特色提高活动覆盖面。通过市镇两级广泛宣传，融合行

业特色与优势，分别在30多个行业协会中广泛开展放心消费承诺活动，
其中在石油行业、电梯维保行业、灯饰行业、餐饮行业等创新开展特色

十二、中山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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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放心消费、诚信承诺”为主旨，延伸覆盖衣食住行各消费领
域。其中，市消委会创新融合“食安赢”项目，作为中山市食品安全工
作评议考核加分项指标在餐饮行业推行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着力打造一
批诚信经营、优质服务的“金字招牌”餐饮企业。    
2. 开展系列活动提升创建水平。结合 3·15、食品安全周、诚信兴

商月等重要节点、动员信誉良好的商家和行业协会树立典范，以签约、
宣誓、颁发公示牌、宣读倡议书、表彰示范单位等多种形式，倡导更广
泛市场主体参与活动；并以“让消费更温暖”系列活动、放心消费主题
消费维权漫画比赛、“守护安全 放心消费”消费文化体验等系列举措，
推动承诺活动实现企业、商圈、行业、街区等多主体、多层次创建，擦
亮“放心消费在中山”品牌。      
3. 创新宣传方式扩散影响力。通过主题海报横幅、候车亭、户外

LED广告、电台专题节目等多种手段打造立体式宣传 ,提升“放心消费”
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结合中山各镇街产业特色，选取大涌红博城、小
榄华帝等行业企业以采访、体验等形式制作放心消费工作成效专题宣传
片。学习强国、广东电视台、中山日报等官方媒体对中山开展“放心消
费”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

三、积极发动参与，打造城市放心消费商圈，进一步提高消费者满
意度
召开放心消费商圈代表座谈会，全力支持中山消费商圈做大做强。

将参与放心消费“双承诺”作为建设放心消费商圈的首要条件，建设红
星美凯龙、华发商都、天奕国际等放心消费商圈，助推商家践信守诺，
以诚信赢得信用、赢得口碑，带动消费力，创出来人气，圈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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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东明北路（民营科技园） 

2 食出鲜风 广东省中山食品进出口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中山二路 17 号

3 广东美怡乐食品有限公
司 广东美怡乐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西环一路 188 号

4 中山市中山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中山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莲塘北路 1号第 4层

5 中山顺丰速运 中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合作村南三公路爱国路段
金鲤路

6 中国电信悦来南营业厅 /
中国电信开发区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
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南安路 8号

7 中山火炬开发区营业厅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分公司火炬开发区营
业厅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 3号汇美豪
庭 9卡

8 华帝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号 

9 曼秀雷敦（中国）药业
有限公司

曼秀雷敦（中国）药业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三乡镇第二工业区 

10 中山市众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中山市众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 34 号 

11 中山市永泰汽车维修服
务有限公司

中山永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下陂头商业大道
4号（下陂头牌坊侧）

12 广东鹰唛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鹰唛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渡兴西路 31 号

13 中山市强人集团有限公
司 中山市强人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和泰工业区

14 中山水出集团名牌产品
展示厅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华苑大街 113 号

15 广东壹加壹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 广东壹加壹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凤鸣路 46 号

16 中山市聚丰园粮油食品
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丰园粮油食品有限公
司 中山市板芙镇沿江路边

17 喜威（中山）液化石油
气有限公司

喜威（中山）液化石油气有限
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光丰路 48 号

18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市分公司

中山市西区悦富华道 35 号主楼 4层
401 室

19 中山市海港城海鲜大酒
楼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港城海鲜大酒楼有限
公司 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 65 号

20 中山尚峰营业厅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分公司尚峰营业厅

中山市东区东裕路 93 路尚峰金融商务
中心 8座首层 01 卡之一

21 中山市采蝶轩食品有限
公司 中山市采蝶轩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民科西路 16 号 

22 INSE 樱雪厨电 中山市樱雪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建业路 59 号 

23 中山博雅艺术有限公司 中山博雅艺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兴中道 6号假日广场南塔
2、3楼

24 东区中心市场 中山市万谷菜篮子广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沙岗兴龙路 10 号兴龙商业
大楼 B座 608 卡 

25 菜丁 长江市场 广东菜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长
江分公司

中山市东区景观路 13 号长江综合市场
二楼 208 室

26 中山市及时便利连锁有
限公司 中山市及时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27 号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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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27 中山市大信新都汇商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大信新都汇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大信南路 1号 4层 403 室 

28 中山市优越城百货管理
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越城百货管理有限公
司

中山市石岐区大信南路 2号一、二、三
层南座 

29 中山三联丰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三联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城南一路 10 号 

30 中山市溢华雷克萨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溢华雷克萨斯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 105 国道隆昌村 

31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
限公司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 50 号；增设二
处经营场所，具体为：1、广东省中山
市南头镇永辉路 82 号；2、广东省中山
市南头镇永辉路 61 号。 

32 金钻酒店 中山金钻酒店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康华路 33 号 
33 中山詹园 中山市詹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北台村马庭吓 

34 中山市金记大酒楼 中山市金记饮食娱乐管理有限
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孙文东路 833 号
之一 

35 顺景花园酒店 中山市顺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山四路 68 号 

36 广东端美传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端美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东区新村大街 2号综合楼五层 

37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东凤镇和穗工业园 

38 中山市希尔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 中山市希尔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起湾南道 3号竹苑广场之二

6层 22-23 轴 A 
39 广东红叶广告有限公司 广东红叶广告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富湾新村银湾北路 8巷 14

号之一
40 中山市合益蛋类制品有

限公司 中山市合益蛋类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沙港西路 28 号

41 中山市创康食品企业有
限公司 中山市创康食品企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东区祥丰大街南六巷 1号

地铺之一
42 至尊帝皇食品旗舰店 至尊帝皇食品（中山）有限公

司 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工业区

43 中山市日威食品有限公
司 中山市日威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横围工业区

44 中山市京华世纪酒店有
限公司 中山市京华世纪酒店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 8号及怡华大厦东

座三楼、四楼
45 伍氏大观园 中山市伍氏大观园家具有限公

司 中山市大涌镇石井村

46 肯德基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中
山肯德基领丰汇餐厅

中山市黄圃镇新明中路 13 号领丰汇首
层 A01 号商铺

47 金汇酒楼 中山市利和广场金汇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 16 号之二希尔顿
酒店 4层 B区、5层 B区及中山三路
16 号之三国际金融中心 601 卡 A区、
701 卡 A区、801 卡 A区

48 中山市威尼斯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中山市威尼斯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 2号紫马奔腾广场
1座 3层 12、13 卡、1座 4层 01 卡商
铺

49 北京同仁堂中山药店有
限公司东区分店

北京同仁堂中山药店有限公司
东区分店 中山市东区东裕路 93 号一层 02 卡之一

50 瑞幸咖啡大信新都汇三
角店

瑞幸咖啡（中山）有限公司三
角第一分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福源南路 23 号一层
1F137 号铺

51 中智大药房（南头药房） 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南头药房

中山市南头镇人民路 52 号南头中心市
场首层 27、28 号

52 永旺超市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
中山华发广场分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中山二路 3号华发广场 2
层 5卡、2层 6卡、2层 7卡、2层 8卡、
2层 9卡及 2层 18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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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53 爱婴岛 中山市石岐区爱呦唯母婴用品
店 

中山市石岐区中山二路 3号华发广场 4
层 5卡之十四（A4037、A4038） 

54 国宴饭店 中山市古镇星光国宴饭店有限
公司

中山市古镇镇中兴大道星光联盟 LED
照明灯饰博览中心第 11 层 A区及 LED
层 F区 01 卡 -02 卡

55 中山温泉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温泉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中山市红星美凯龙世
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

中山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
场有限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大道 15 号

2 中山苏宁易购商贸有
限公司 中山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大信南路 1号大信置业办公楼

一、二层、三层
3 中山市中山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大信分公司
中山市中山国美电器有限公
司大信分公司 中山市石岐区大信南路 2号负一层北座

4 天虹超市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天奕店

中山市东区中山六路 3号庆丰德远大厦 201
卡 -207 卡

5 中山市一知万食品有
限公司 中山市一知万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 80 号 A幢一、二层

6 粤兴盛食品 中山市粤兴盛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道西 99 号

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中山城南
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山城南加油站 中山市南区城南一路 170 号

8 大参林 1488 分店中
山三角五福

中山市大参林连锁药业有限
公司三角五福分店 中山市三角镇五福路 76 号 3卡之一

9 TCL 家用电器 TCL 家用电器（中山）有限
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丰硕路 38 号（1-3 号楼）

10 中山市大润发商业有
限公司 中山市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富华道 32 号

11 广东黄金来食品有限
公司 广东黄金来食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角镇沙栏西路 132 号

12 星求索书苑 中山畅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中山六路 1号天奕国际广场二层
201301324303 卡（星河 COCO City L2-015、
L3-017、L3-018 号商铺）

13
广东永辉超市有限公
司中山完美金鹰广场
购物中心店

广东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中山
完美金鹰广场购物中心店 

中山市石岐区孙文东路 28 号完美金鹰广场购
物中心 B2层（住所申报） 

14
中山市大信信和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芊翠分
公司

中山市大信信和商业股份有
限公司芊翠分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兴港南路 48 号大信芊翠家园 F
区商铺 8-10 卡

15 麦德龙商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山西区商场

麦德龙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中
山西区商场 中山市西区翠景北道 61 号

16 壹加壹 广东壹加壹商业连锁有限公
司神湾购物中心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中 238 号凝星名都第
二期缤纷大街

17 世纪信佳 中山市信佳商业连锁有限公
司  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乐丰四路 25 号首层 

18 中山市东区至益饮用
水销售中心

中山市粤山泉矿泉水有限公
司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三期 61 号

19 中山市健臣体育服务
有限公司

中山市健臣体育服务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乡跃进门国祥 A、B
座 1、2楼铺位

20 中山市金正生活电器
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正生活电器有限公
司

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南路（中山市金广家庭电
器有限公司对面）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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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起，根据省消委会统一部署，江门市消委会按照“统
筹规划、试点先行、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思路，推动全市 1830 家
商户创建为放心消费“双承诺单位”，涵盖大型商超、家具卖场、知名
餐饮单位、连锁医药企业等行业类型，实现中心城区、县区、镇街全覆
盖，有力整体提升全市营商环境和放心消费环境。

一、“试点先行 + 全面推广”，形成“梯队创建”效应。江门市消
委会依托地市级旅游、汽车、装饰建材、酒类、古典家具等行业协会商会，
率先发动58家会员单位参与创建“双承诺单位”，并通过举办首批“双
承诺单位”授牌暨示范店揭牌仪式、新闻宣传等渠道，对活动开展情况
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公示，提升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对创建活动的知晓
度、参与度。蓬江区消委会选取金海马、恒发家电、国大药房等知名品
牌企业进行重点推荐发动。江海区、新会区两地消委会充分利用产业集
聚区域优势，依托光电行业协会、古典家具商会等行业组织，广泛发动
优质会员单位参与活动，以点带面促使同行企业优化经营、提高服务质
量。台山市、开平市两地消委会针对辖区内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围绕
台山上下川岛、梅家大院、开平碉楼等景点的上下游企业进行重点发动
推广，成功发展一批优质旅游企业参与创建活动。恩平市消委会重点围
绕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进行发动，并逐步将创建范围向基层延伸，向各
镇街铺开。

二、“规定动作 + 自选动作”，彰显“融合创建”成果。江门市消

十三、江门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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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在严格按省消委会工作方案开展创建活动基础上，创新制定“双承
诺单位”联络员制度，出台统一宣传规范，统一印发包括有承诺书、承
诺制度、无理由退货商品清单和投诉处理记录等内容的工作台账，为企
业落实承诺等工作提供清晰指引。鹤山市消委会严格把关企业申报资质，
通过发函给市场监管、发改、人社、税务、人行等部门，对企业经营资质、
发展状况、征信状况等进行全面了解和审查，确保发展对象经得起考验，
提高创建活动质量。江海区、鹤山市、恩平市等地消委会积极争取财政
资金支持，为企业免费制作相关公示牌匾，减轻企业负担，受到企业好评。

三、“细化制度 + 检查监督”，打造“长效创建”模式。江门市消
委会遵循“企业自愿承诺，自主实施，承诺即受约束”的基本原则，进
一步细化创建制度关键环节。为提高承诺创建活动实效和质量，率先在
全省推出宣传推广、调解维权、台帐登记、联络员等四项工作制度，以
制度促规范，引导商家践诺增信、自律经营、提升服务品质。多次组织
消费志愿者合共 180 人到“双承诺单位”考察体验，检验创建成效，征
询志愿者对“双承诺单位”创建活动的建议。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
等地消委会积极联合有关部门、各行业协会商会、消费志愿者等各界力
量，加强对“双承诺单位”常态化监督，重点对企业落实先行赔付、首
问责任、线下无理由退货等承诺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促使企业规范经营、
守法经营。针对如何加强店内宣传、以及退货和先行赔付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消费争议，鹤山市、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等地消委会加强对商
户的培训指导，细化明晰相关宣传规范要求，提升商户处理应对消费投
诉的能力。

四、“数量增长 + 质量提升”，铸造“放心消费在江门”品牌。江
门市消委会联合各市（区）消委会聚焦地域商业资源、特色产业、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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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集聚等优势，积极推进“双承诺单位”提质增量，以建设“承诺商
城”“承诺市场”为基点，连点拓面推进“承诺商圈”建设，助推我市
大商圈经济发展。重点采用“1+N”创建工作机制（即商城 / 专业市场
管理方申报创建“承诺商城”“承诺市场”，并及时与进驻商户签订《承
诺创建协议书》，相关进驻商户则视为“双承诺单位”，纳入统一管理
范畴），从速、高效、大批量发展一批优质市场主体参与创建“双承诺
单位”。截至2022年 2月下旬，在全市范围内创建有“承诺商城”2个、
“承诺市场”7个，覆盖各市（区）核心城区和知名商圈，有力推进“放
心消费在江门”品牌创建。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汇悦 . 大融城 江门市国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白石大道 166 号之 -2001
2 健威广场 江门健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白石大道 213 号

3
江门市昌大昌超级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奥园
店

江门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奥园店

江门市蓬江区丰乐路 140 号 D102 商铺
B18

4 江门市大方旅游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江门市大方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9 号 2幢 1202
室

5 江门移动全球通大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江门分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发展大道 238 号

6 江门鑫意堂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江门鑫意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群星大道 58 号 101 室之

B2-111
7 生达行 江门市生达行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农林西路 68 号
8 大昌超市 江门市蓬江区大昌超市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东华一路 68 号之一、之

六二层
9 永利超市 江门市永利商场有限公司东华分

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东华二路 38 号 101 室之
一楼

10 江海广场 江门市信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东海路 46号 2810 室自编
B区（仅作办公用途）

11 韩后护肤中心 江海区江海广场韩后化妆品店 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江海广场第一层
1F044 号铺位

12 江门市裕景经营部 江门市裕景食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武东水化围工业区
13 江门大参林药店有限

公司江门银泉分店
江门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江门银
泉分店

江门市江海区麻园路 74 号 105、106、
107 室 

14 鹏中皇食品专卖店 江门市鹏中皇食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武东腊味工业园
15 江门丽宫国际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江门丽宫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会城港兴路 5号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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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6 江门市雷尼司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 江门市雷尼司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高新区明辉路 11 号

17 星汇广场 江门市星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大新路50号3037（自
编号 01）

18 广东新会古典家具城
有限公司 广东新会古典家具城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莲塘村委会

19 江门市恒发家电有限
公司台山天诚港店

江门市恒发家电有限公司      台
山天诚港店

江门市台山市台城镇通济路 18 号 201
号

20 南湾福旺商场 台山市广海镇南湾福旺商场 江门市台山市广海镇海滨北路 45 号之
二

21 江门华润万家台城分
店

江门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台城分店 江门市台山市台城台西路 220 号

22 开平大润发商业有限
公司 开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开平市东兴大道与 325 国道交界

处东北角

23
江门市昌大昌超级购
物广场      有限公司
开平东汇城店

江门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    有
限公司开平东汇城店 江门市开平市开平大道 1号 1幢

24 开平市千惠连锁超市
有限公司 开平市千惠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江门市开平市三埠区长沙西郊路 12 号

25 鹤山市八景休闲山庄 鹤山市八景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鹤山市共和镇平汉管理区平汉大
道 33 号 A座

26 鹤山市沙坪新世界灯
饰电器城 鹤山市沙坪新世界灯饰电器城 江门市鹤山市沙坪中山路 176 号

27 恩平爱必侬泉林酒
店·那金谷景区 广东泉林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恩平市东成镇东新村委会青南角

（原南湖大酒店）
28 恩平市王牌家电有限

公司 恩平市王牌家电有限公司 江门市恩平市恩城新平中路 23 号首层

29
江门市昌大昌超级购
物 广场有限公司恩
平店  

江门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恩平店  

江门市恩平市锦江大道东 6号 购物广
场 A区首层、AB区二层

30 国金盛宴酒楼 恩平市国金盛宴酒楼 江门市恩平市锦江大道东 2号恩平逸豪
酒店 A座二层中餐宴会厅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中电联商电器广场 江门市蓬江区中电联商发展有限
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江华路 94 号地铺

2 苏宁易购江门万达广
场店 江门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江门万达广场 15 幢 2FA-

07 室
3 祥华超市 江门市蓬江区祥华超市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白沙大道西 33 号之一、

之二、之三首层
4 江门市万丰食品有限

公司 江门市万丰食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新民工业区

5 宝骏小冈香业城 江门市新会区宝骏小冈 香业城有
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双水大道北 73 号
501 

6 租划算无忧净水服务
平台 江门市中创美健商贸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 五谷里 9号 106

7
江门市昌大昌超级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台山
店

江门市昌大昌超级购物 广场有限
公司台山店

江门市台山市台城舜德路 133 号金茂广
场 E座

8 江门市华润万家生活
超市有限公司开平店

江门市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
司开平店

江门市开平市长沙街道幕沙路 70 号益
华广场 A幢首二层

9 IEB 原创总部（鹤山            
男鞋·集合店） 鹤山市沙坪永泽商行 江门市鹤山市沙坪人民路一号之 1

10 江门华润万家生活超
市有限公司恩城店

江门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恩城店

江门市恩平市恩城东门塘商业广场大卖
场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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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举措
1. 高度重视，有序推进。根据《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关于在全省消

委会系统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通知》、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关于印
发《广东省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公示牌填写、制作说明》的文件要求，全
面开展发动经营者参加、审核申请材料、宣传推介和监督指导承诺落实
等工作，重点发展消费人群较为集中的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经营者放
心消费承诺”“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
2. 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维权气氛。通过现场悬挂横幅、设置咨询服

务台、发放宣传资料、实地走访和新媒体宣传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放心消费承诺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快速高效、信息量
大、覆盖面广的特点和影响力，传递消费维权正能量。充分发挥消委会
的组织平台优势及纽带作用，加深社会各界对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的了解。 
3. 实地走访，调动消费承诺积极性。通过实地走访不同行业的经营

企业，积极推动“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深入开展“经营者放心消费承
诺”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提高企业开展消费承诺的积极性。

二、主要成效
现有“放心消费承诺单位”62家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29家，

累计创建 91 家。

十四、阳江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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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广百百货阳江店 阳江市广百商贸有限公司 阳江市 - 江城区 - 东风三路 123 号东汇
城广场 1-3F 部分商场

2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
店有限责任公司阳江分
店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店有限
责任公司阳江分店

阳江市 - 江城区 - 江城区东风三路南大
万兴隆商场首层

3 阳春市佳惠购物广场 阳春市佳惠贸易有限公司 阳春市红旗路 105 号

4 阳春市恒业电脑有限责
任公司 阳春市恒业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阳春市东湖西路春华苑首层

5 御海城大润发 & 盒小马 阳西小马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湖景路 10 号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沃尔玛（广东）商业零
售有限公司阳江西平北
路分店

沃尔玛（广东）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阳江西平北路分店 阳江市 - 江城区 - 西平北路 363 号

2 阳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
司 阳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阳江市 - 江城区 - 工业一街 2号

3 阳春市河西好好多购物
广场 阳春市河西好好多购物广场 阳春市河西街道龙岩路 59 号联兴楼

101 号商铺。

4 阳春市好邻居超级商场
有限公司

阳春市好邻居超级商场有限公
司 阳春市春湾镇青云北路。

5 卜蜂莲花阳西店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
公司阳江阳西人民大道分公司

阳西县城人民北路耀宝凯旋豪庭商住小
区二期商场 1、2、3楼一层部分、二层
至三层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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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举措
1. 建立工作责任制，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涉及政府各有关部门，

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为明确落实具体分工责任制，建立以市
消委会监督指导为主，各区、县级市消委会具体组织实施，各基层市场
监管所负责向企业经营者宣传发动工作格局，为全市开展放心消费创建
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2. 茂名市全方位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打造安全消费环境。市消

委会在全省率先向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银行、保险、供水、供电、供气、
通信、旅游、快递、食品、药品“十大”行业发出加入“放心消费承诺
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书面邀请函，得到他们积极响应。           
3. 2021 年茂名市新打造了两条放心消费购物街，分别位于信宜市

著名 4A 风景区镇隆红楼古街大道及吉祥路建材街。两条放心消费购物
街的打造成为了行业标杆，落实了商户主体责任意识，强化放心消费自
我承诺约束，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称心、吃得安心，有效提升群众
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发动中国石化、大参林、春天一百等大型连锁企
业、行业，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全行业齐齐参与，在企业界引起连锁效
应，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消费维权工作的良好氛围。
4. 2021 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消委会先后在茂名星艺装饰有限

公司、茂名电信公司、茂名移动公司开展了广东放心消费承诺单位颁牌
仪式暨诚信经营实践活动。通过诚信经营实践主题活动，努力打造“放
心消费在茂名”品牌，以“恪守质量诚信 创建放心消费”为主题，使全

十五、茂名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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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营者诚信守法意识普遍增强，持续提升专业能力、产品质量和服务
水平，践行诚信经营的服务承诺，发挥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的带头作用，
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秩序贡献“心”力量。

二、主要成效
目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已涵

盖各行业各领域，遍布全市各个角落，全市消费环境明显改善。2021年，
茂名市拥有“放心消费承诺单位”3004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216
家。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广百百货茂名东汇城店 茂名广百百货有限公司 茂名市油城十路 1号大院东 1-3 层

2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茂名文化广场分
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
茂名文化广场分店 茂名市西粤中路 8号

3 渔稻家乡（茂名）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渔稻家乡（茂名）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桂山村委会中间村
108 号（江辉裕屋）

4 茂名市粤龙大酒店有限
公司 茂名市粤龙大酒店有限公司 茂名市人民南路 199 号

5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
司明湖超市人民南连锁
店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明湖
超市人民南连锁店 茂名市人民南路 208 号一至二层

6 茂名市中国旅行社 茂名市中国旅行社 茂名市河东迎宾路 46 号

7 茂名市国旅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茂名市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茂名市人民南路 94 号

8 大参林双山二药店 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双山二药店 茂名市双山二路 51 号

9 茂名市多健康连锁药业
有限公司文明北路分店

茂名市多健康连锁药业有限公
司文明北路分店

茂名市文明北路 158 号大院 1.2.3.4 号
首层 8、9号房

10 蒙娜丽莎瓷砖 茂名市茂南区宜居建材商行 茂名市茂南区茂名大道羊角路口 2号博
皇家具建材  市场 1F 楼 8006 号商铺

11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
限公司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化州市河西街道市工业城25米路西A-1

号
12 化州市赖李园橘红有限

公司 化州市赖李园橘红有限公司 化州市下街东路 38 号

1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化州鉴江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化州分
公司 化州市鉴江开发区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65

广东放心消费承诺商家推荐手册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4 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
限公司化州桔城中分店

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化州桔城中分店

化州市东山街道桔城中路 80 号鸿福花
园第一层 101 商铺

15 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
限公司化州罗江桥分店

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化州罗江桥分店 化州市鉴江区橘城北路 119 号

16
茂名市百家爱连锁大药
房有限公司化州市同庆
店

茂名市百家爱连锁大药房有限
公司化州市同庆店 化州市同庆镇人民中路 81 号首层

17 化州市兆康时代广场有
限公司 化州市兆康时代广场有限公司 化州市北岸开发区

18 化州市绿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佐阾分公司

化州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佐阾分公司

化州市河西街道橘州公园西北侧绿景·国
际花城 A1 区 3栋 1号

19 化州市健宝参茸商行 化州市健宝参茸商行 化州市河东下街东路 6号首层

20 东风电器城 化州市王富电器有限公司 化州市桔城中路 76 号河东福万家购物
中心三楼

21 茂名市电白区福乐佳商
贸有限公司

茂名市电白区福乐佳商贸有限
公司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滨大道 2号会展
中心（西）负一层

22 北斗星超市水东店 茂名市电白区北斗星超市水东
店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东阳南街 72 号人
民电影院 1楼

23 三江家电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大三江电
器行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西湖路 1号

24 惠多多超市水东新湖店 广东惠多多百货有限公司水东
新湖分店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新湖路 3号

25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
司明湖商场水东连锁总
店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明湖
商场水东连锁总店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滨大道 28 号

26 嘉荣超市 茂名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电白
万达广场店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迎宾大道中 66 号
电白万达广场 B1-A 商铺

27 李胜电器城 茂名市电白区李胜电器城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人民路 44 号
28 安泰大酒店 茂名市安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龙泉路 8号

29 快乐宝宝西湖店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快乐宝宝
奶粉店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新湖二路 51 号

30 大参林水东分店 茂名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
司水东分店 茂名市电白区电白区水东镇人民路 8号

31 化州市星艺装饰有限公
司 化州市星艺装饰有限公司 茂名市化州市河西街道北岸罗江花园 E

区域晟昊一层
32 信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 信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 茂名市信宜市迎宾大道南 318 首层

33 高州市星艺装饰有限公
司 高州市星艺装饰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州市南湖塘博雅新村

34 茂名星艺装饰有限公司 茂名星艺装饰有限公司 茂名市文明南路 9号大院 7号首层
25、26 商铺

3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化州分公司北
京路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化州分公司

广东省化州市鉴江区北京路南边河东区
第九段之一 1之二十

36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
司明湖商场化州连锁店

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明湖
商场化州连锁店

广东省化州市河西街道北岸宏达广场一
楼

3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电白分公司向
洋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电白分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迎宾大道
86 号

38 通汇总店旗舰店 茂名市通汇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电讯分公司

茂名市茂南区光华北路 81 号大院 1-2
号

3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茂南油城八路客户服务
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茂南油
城八路客户服务中心 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八路 11 号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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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4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茂南分公司迎
宾服务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茂南分公司迎宾服务厅 茂名市茂南区迎宾四路 233 号

4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化州鉴江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化州鉴
江客户服务中心

茂名市化州市鉴江区北京路电信大楼第
二幢

42 信宜市百佳食品有限公
司 信宜市百佳食品有限公司 茂名市信宜市东镇镇中兴大道陈锡良、

陈深源屋

43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
店有限责任公司电白分
店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店有限
责任公司电白分店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滨新区第一小区
一号地

44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
店有限责任公司高州分
店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店有限
责任公司高州分店 高州市府前路 125 号一楼

45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
店有限责任公司茂名分
店

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店有限
责任公司茂名分店

茂名市茂南区双山三路九十八号富丽大
厦一楼

46 高州市一二三商贸有限
公司 高州市一二三商贸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州市府前路 220 号

47 中天百货府前店 高州市中天百货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州市府前北路 171 号金鸿国际
花园首层西区

48 华润万家高州太阳城店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珠海）有
限公司高州太阳城店

茂名市高州市高凉中路太阳城商业广场
1-3 层

49 高州市壹家壹百货超市 高州市壹家壹百货超市 茂名市高州市南湖区博雅新邨 6A幢

50 广东广和堂医药有限公
司 广东广和堂医药有限公司 信宜市东镇街道银湖西路碧海湾第三层

车库 A区
51 家嘉福 高州市家嘉福百货商场 茂名市高州市观山路 8号鉴江花园小区

B栋一至三层
52 惠广超市 高州惠之广商贸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州市大井镇人民路陈文韬屋
53 印象万家 高州市印象万家百货超市 茂名市高州市长坡镇旧市场一、二层

54 信宜市百佳食品有限公
司清华城分店

信宜市百佳食品有限公司清华
城分店

信宜市东镇街道教育城大道清华坊 16
幢首层 11 铺

55 信宜俊皓餐饮有限公司 信宜俊皓餐饮有限公司 信宜市东镇街道教育城大道清华坊
201、202、302 号商铺

51 信宜市信通达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信宜市信通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竹山路 23 号 2楼
202 房

52 信宜市粤信肉类食品有
限公司盈丰分公司

信宜市粤信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盈丰分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东镇礼圩高柴岭

53 信宜市风彩家具有限公
司 信宜市风彩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红旗农场城西开发

区（鸿泰新城 C幢夹层）
54 信宜市新城国际大酒店

有限公司
信宜市新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 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迎宾大道

55 信宜市百佳食品有限公
司旧车站店

信宜市百佳食品有限公司旧车
站店 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人民路 99 号

56 嘉荣 东莞市嘉荣超市有限公司望牛
墩康润广场店 东莞市望牛墩镇望联村

57 沃尔玛 沃尔玛（东莞）商业零售有限
公司大岭山玉屏路分店

东莞市大岭山镇矮岭冚村 107 国道北侧
的领尚天地商住第 10 栋集中商业地下
一层，地上第一层，地上第二层及地上
第三层部分

58 万和百货 东莞市鑫鹏购物广场 东莞市洪梅镇雍景豪园鑫鹏购物广场一
至三层

59 广东周黑鸭食品工业园
有限公司

广东周黑鸭食品工业园有限公
司

东莞市麻涌镇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麻涌
东环路 117 号

60 东莞国药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虎门医药
有限公司九门寨药店

东莞市虎门威远九门寨环岛路农贸市场
路段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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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SANSE 茂名市鸿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东汇城第一分店

茂名市油城十路 1号大院 6、7、8号第
一层门牌号 182、183、184、185 号铺

2 NIKE 茂名市鸿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东汇城第二分店

茂名市油城十路 1号大院 6、7、9号第
一层门牌号 172、173、174、175 号铺

3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茂名文化广场分
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
茂名文化广场分店 茂名市西粤中路 8号

4 茂名市大参林连锁药店
有限公司信宜分店

茂名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
司信宜分店 茂名市信宜市新尚路 1号

5 茂名市广百商贸有限公
司 茂名市广百商贸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南区双山三路 99 号富丽广场

1-4 号

6 茂名市百家爱连锁大药
房有限公司

茂名市百家爱连锁大药房有限
公司 茂名市化州市东山街道下街中路 148 号

7 化州市健宝参茸商行 化州市健宝参茸商行 茂名市化州市河东下街东路 6号首层

8 信宜市百佳食品有限公
司丁堡分店

信宜市百佳食品有限公司丁堡
分店

" 
茂名市信宜市丁堡镇丁堡市场边（丁堡
开发区）黄新勇屋首层 "

9 信宜市兆康百货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信宜市兆康百货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 茂名市信宜市人民南路 13 号

10 信宜市风彩家具有限公
司 信宜市风彩家具有限公司 茂名市信宜市红旗农场城西开发区鸿泰

新城 C幢夹层

11 华润万家高州太阳城店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珠海）有
限公司高州太阳城店

茂名市高州市高凉中路太阳城商业广场
1-3 层

12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茂名文化广场分
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
茂名文化广场分店 茂名市西粤中路 8号

13 茂名市明湖云购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茂名市明湖云购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四路 83 号五层

14 茂名东汇城李宁店 茂名市鸿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

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十路1号大院 6、7、
8号楼一层 55、56、57、58 号铺

15 金港湾 高州市金港湾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茂名市高州市文明路 6号（潘州豪庭）

16 中天百货府前店 高州市中天百货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州市府前北路 171 号金鸿国际
花园首层西区

17 电白县电城永源家电商
场 电白县电城永源家电商场 茂名市滨海新区电白县电城镇东街 53

号

18 信宜市富荣华珠宝店 信宜市富荣华珠宝店 茂名市信宜市教育路 1号江东湾广场一
楼 1FB07 室

19 亚生电器城 化州市平定电器城 茂名市化州市平定中心市场成衣行二楼

20 高州市新垌镇珍豪华电
器商店 高州市新垌镇珍豪华电器商店 茂名市高州市新垌镇安山圩原新垌税务

分局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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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展“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以来，肇庆市消委会在省消委会
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采取多项措施、多种形式组织开展经营者
“放心消费承诺”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两项工作，得到行业组织
和企业热烈响应，取得显著成效。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特色举措
（一）加强统筹指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肇庆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要求市消委会以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为抓手，努力
营造肇庆市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明确提出全市年度放心消费承诺
单位目标。市消委会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成立放心消费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召开全市工作会议，对工作进行全市联动、全面部署，
同时对年度目标分县（市、区）进行分解，定期对放心消费创建工作进
行阶段性总结和通报各地情况，要求各地压实责任，加大宣传力度。
（二）加强宣传发动。一是发布《放心消费创建倡议书》，提升经

营者对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知悉度 , 并在农贸市场、餐饮单位、大中商
超等主体场所张贴宣传海报，提高曝光率。二是积极借助行业协会影响
力，通过走访个体私营协会、餐饮协会、食品行业协会、企业诚信建设
促进会等行业协会，对活动内容和规则向行业协会进行详细的宣传讲解，
充分借助行业协会的优势，由行业协会推荐信誉资质较好的企业参与放
心消费承诺活动，打造两项放心消费承诺创建示范单位。三是结合开展

十六、肇庆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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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 , 市消委会与市“小个专”党委
联合举行放心消费创建承诺颁匾仪式暨党内法规进企业活动。四是在每
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夕，将全市当年度“放心消费承诺”和“线
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商家名单集中对外公示，扩大影响力。五是定期挑
选部分承诺优秀企业拍摄宣传短片，报送省消委会在网站进行宣传。
（三）加强信息采集。要求各区县消委会及时统计辖区内的放心消

费承诺主体信息，当月新增的承诺主体尽可能当月录入系统，并报市消
委会审核，确保信息报送和录入的真实性、及时性、完整性，并开展常
态化监督，引导企业合法依规、践诺守信、自律经营，对违反承诺、不
履行承诺责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行为进行指导纠正，情况严重的
即撤销承诺，并向社会进行公开。

二、主要成效
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2月 25 日，全市“放心消费承诺单位”3959

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89 家。2021 年底，全市放心消费承诺
商家数量排名全省第四。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
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和平路 44 号 14、
15 卡

2 广东金叶专营店 肇庆市金叶贸易有限公司 肇庆市工农北路六号金叶大厦一楼北侧
商场

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肇庆供电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
电局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信安路 88 号

4 肇庆市肇水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肇庆市肇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西江南路 13 号西

江名苑第一幢首层 18 卡商铺
5 肇庆市福加德面粉有限

公司 肇庆市福加德面粉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南岸镇南湾路 18
号

6 肇庆加美学校有限公司 肇庆加美学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七星岩旅游度假区
西区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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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7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和平路侨安街 2号

8 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
司 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南岸南兴一路 114

号
9 肇庆市广日电梯工程有

限公司 肇庆市广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四路一号四楼

10 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
司 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砚清路

11 德庆县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 德庆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 321 国道（现康城

大道东 165 号）一楼
12 屈臣氏 广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

公司肇庆康乐北路分店
肇庆市端州区康乐北路 9号 1层 117 卡
商铺之二

13 昌大昌超市新世界店 肇庆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伴月路 23 号

14 曼诺比菲服装店 端州区谢卓羲服装店 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四路 10 号星湖国际
广场二层商场 A2013 号铺位  

15 金钻大酒店 肇庆金钻大酒店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三路32号东起首层1-3卡、
第 5-14 层

16 端州区星湖揽月宋文化
民宿 端州区星湖揽月宋文化民宿 肇庆市端州区岩前村联星二路 7号（住

改商）

17 吉之岛超市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
肇庆敏捷广场分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信安大道信安三路
3号敏捷广场六期一至二层 1076 铺、
2072 铺 

18 卖鱼仔西江河鲜店 端州区卖鱼仔西江河鲜店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街阜通村（土名岭头）
B幢厂房卡位 1-6 卡

19 喜雀茶餐厅 端州区喜雀茶餐厅 肇庆市端州区建设三路56号4号楼（礼
堂）第一、二、三卡商铺

20 肇庆市信天游饮食服务
有限公司

肇庆市信天游饮食服务有限公
司

肇庆市端州区端州七路 36 号新龙城酒
店东边一层商铺及二楼整层

21 肇庆市高要区粤酒文化
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粤酒文化旅游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蛟塘镇
新塘村西江酒厂有限公司（办公楼）首
层第一室

22 肇庆猫爪谷生态农场有
限公司 肇庆猫爪谷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猫爪谷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23 肇庆市紫云谷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

肇庆市紫云谷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

"        
肇庆市 - 高要市 - 砚坑村委会一楼 "

24 肇庆市高要区丽晶大酒
店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丽晶大酒店有限
公司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城
区沿江一路 8号

25
广州真功夫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高要蚬岗第二分
公司

广州真功夫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高要蚬岗第二分公司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
广昆高速公路（G80）广肇段蚬岗服务
区北区（高要市金利至马安路段）

26 高要区白土镇蝉安居餐
馆 高要区白土镇蝉安居餐馆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

蝉坑村马岗咀

27 肇庆市恒裕麦溪渔村饮
食有限公司 

肇庆市恒裕麦溪渔村饮食有限
公司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大湾镇
古西村路口南侧 280 米 ( 古西村麦塘经
济合作社厂房之一 )

28 高要区南岸上品楼美食
酒家 高要区南岸上品楼美食酒家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城区要

南一路 10 号

29
肇庆市端州区中恒华茶
楼有限公司高要蔚蓝分
店

肇庆市端州区中恒华茶楼有限
公司高要蔚蓝分店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要
南一路 52 号蔚蓝商住中心 5号楼第二
层 30-51 号店铺

30 鼎湖区生生大药房永安
市场店 鼎湖区生生大药房永安市场店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永安市场 A3、A4

卡

31 三源茶楼 鼎湖区三源茶楼
肇庆市鼎湖区桂城街道新城 9区丽港新
天地商铺 1，2区二层 B01，B04-07 号
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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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32 荣发华酒楼 肇庆鼎湖荣发华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坑口上山路段南侧登山路
5号

33 惠家商店 肇庆市鼎湖区惠家商店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振
兴路 1号

34 家乐福超市 广州家广超市有限公司四会海
伦城市广场店

四会市东城街道清塘大道二十三座 1号
( 负一层 )

35 中国电信四会市东城营
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分
公司

四会市四会市东城区四会大道中十座 1
号之一 

36 中国移动四会市会城营
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四会分公司

四会市四会市东城区四会大道中五十三
座 3号 

37 中石化四会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肇庆四会加油站 四会市东城区元村

38 中国邮政四会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
四会市分公司

四会市东城街道四会大道中 71 号邮政
大楼 1栋（申报制）

39 顺丰速运四会分公司 肇庆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四会
分公司 四会市东城区吉照路八座

40 金雅兰家具·床垫 四会市金雅兰家具有限公司 四会市东城街道新江黄岗管理区永安村
41 贞山宾馆 四会市贞山宾馆 四会市贞山街道天音路 1号
42 聚群美食农庄 四会市聚群美食农庄 四会市东城区陶塘村大巷小组围仔（土

名）
43 东鹏陶瓷四会店 四会市东城区辉达陶瓷店 四会市东城区街道富华路明珠花园集美

居装饰材料中心第一层
44 国安消防 四会市国安消防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四会市东城街道观海路 A128-132 号

45 肇庆市绰煌食品有限公
司 肇庆市绰煌食品有限公司 广宁县南街镇南东四路（县消防大队斜

对面）
46 广宁华侨大酒店 广宁华侨大酒店 广宁县南街街道新城南东一路 37 号
47 广宁县太平洋摩托车实

业有限公司
广宁县太平洋摩托车实业有限
公司 广宁县南街镇南东二路 41 号

48 广宁县竹海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广宁县竹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广宁县南街镇东乡平头沙

49 广宁县仁心医药有限公
司 广宁县仁心医药有限公司 广宁县南街镇三多开发区坤苑花园侧

50 广宁县南街镇博皇家私
城 广宁县南街镇博皇家私城

广宁县南街镇城南大道广宁国际家居中
心一层 1D01、1D02、1D03、1D05 区
商铺

5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德庆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庆分
公司 肇庆市德庆县康城大道东路 50 号

52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珠海）有
限公司德庆店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龙母大街锦
江花园酒店首层、第二层、第三层

53 邦健药店德庆龙母广场
店

广东邦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德
庆龙母广场店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文兰路恒基静逸轩
商住楼首层 01、02 卡商铺

54 锦龙酒店 德庆县锦龙酒店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龙母大街
55 中国石化广东肇庆德庆

城区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肇庆德庆城区加油站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解放北路

56 德庆县德城康蓝花园志
广商行 德庆县德城康蓝花园志广商行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康城大道东康蓝花

园 1-4 卡
57 怀集县助力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怀集县助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怀集县怀城街道沿江西路（腾业公司右
侧魏亚姣宅 101 室）

58 怀集县百家汇商业贸易
有限公司

怀集县百家汇商业贸易有限公
司

怀集县幸福街道怀高工业区温莎名园
B1栋 115-116 卡商铺

59 怀集县怀城镇燕城轩酒
店 怀集县怀城镇燕城轩酒店

怀集县怀城镇莲花庄悦景康城首层
106、108、A52、B58-B62、二层
A211a 单元

60 怀集县怀城镇燕城百货
商场 怀集县怀城镇燕城百货商场 怀集县怀城镇商业步行街腾业时代广场

一楼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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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61 怀集县仙山茶叶加工厂 怀集县仙山茶叶加工厂 怀集县下帅乡碧桂园新村后背（原下帅
中学）

62 肇庆金通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 肇庆金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怀集县怀城镇幸福大道三路 03 号西边

63 胖东瓜精品超市 封开县江口镇胖东瓜商行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河堤一路 22 号二
层及第五卡

64 肇庆市炬旺通讯有限公
司 肇庆市炬旺通讯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新区曙光街

65 涞馨大酒店 广东涞馨大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建设路 46 号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昌大昌超市星城店 肇庆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星城店 肇庆市端州三路南侧 16 号星城广场内

2 昌大昌超市益华国际广
场店

肇庆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益华国际店 信安五路 2号益华国际广场内

3 沃尔玛超市 沃尔玛（广东）百货有限公司
肇庆端州四路分店 

肇庆市端州四路牌坊广场东侧深国投商
业中心一、二、三、四层 

4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河旁
端砚厂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河旁端砚厂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河旁管理区镇府东

侧

5 端州区柳新祥端砚艺术
馆 端州区柳新祥端砚艺术馆

肇庆市端州区端州一路端砚文化村东区
（肇庆端砚文化园）B栋 113-114 号商
铺

6 肇庆市高要区人人佳商
贸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人人佳商贸有限
公司

肇庆市高要市城区要南二路蔚蓝国际商
住中心 11 栋

7 肇庆市润升百货有限公
司高要金利分公司

肇庆市润升百货有限公司高要
金利分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金龙大道中段高要
区新时代购物广场内

8 肇庆市高要区致业雄丰
电器商贸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致业雄丰电器商
贸有限公司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沿
江二路 6号江畔湾花园第一幢 9-10 号
商铺

9 肇庆顺客隆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丽景商场

肇庆顺客隆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丽景商场

肇庆市 - 高要市 -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湖
西路 2号丽景花园第 3幢首层 37-38 号
及第 7幢首层 39-43 号商铺

10 鼎湖区乐佳家生活超市 鼎湖区乐佳家生活超市  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第四区莲花大道莲
花中学对面谢达如房屋（住改商）

11 昌大昌超市四会广场店 肇庆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四会广场店

四会市东城街道四会市大道中四会广场
店

12 大润发鸿佳 四会市大润发鸿佳百货超市 四会市东城街道体育路4、5号（首层、
二楼）

13 碧海湾超市广场店 四会市贞山区碧海湾超市广场
店 四会市贞山街道碧海大道碧海湾广场

14 广宁县好宜家商贸实业
有限公司

广宁县好宜家商贸实业有限公
司

广宁县南街镇中华西路 128 号万丰广场
首层、二层

15 广东康帝绿色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康帝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广宁县南街镇新城南东路 37 号华大酒
店牌坊内侧 11 号铺（2卡） 

16 飞龙购物城 广宁县江屯镇飞龙百货购物城 广宁县江屯镇府前街 1号
17 广宁县古水镇中天电器

城 广宁县古水镇中天电器城 广宁县古水镇古水大道 33 号

18 好邻居超级商场 德庆县好邻居超级商场有限公
司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朝阳中路11号（永
裕大厦）

19 好又多汇景湾商场 封开县江口镇好又多汇景湾商
场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河堤二路 15 号首
层及二层

20 肇庆市益万家百货商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肇庆市益万家百货商业有限责
任公司 肇庆市高新区农场路大旺园前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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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清远市消委会继续推进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着力构建放心
消费环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清远市创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线
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共588家，其中“放心消费承诺单位”521家，“线
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67 家。
（一）以3·15消费者权益日为契机，集中宣传“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推进放心消费活动深入开展。2021 年，市消委会围绕“守护安全  畅通
消费”年主题，精心策划专题宣传活动、现场宣传活动、直播课堂、投
放公益广告、发布典型案例等。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后，消委会
重点联系部分企业、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参加线上线下活动，同时集中
对“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商家和行业协会重点宣传展示，让更多的人
了解“放心消费承诺”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活动。3·15 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前后集中上线了一批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二）重点发展大企业、连锁企业，争取各行业协会支持配合，消

委会与行业协会共建，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为推动创建活动开展，市
消委会先后走访了市旅行社行业协会、医药行业协会、快递行业协会、
零售行业协会、洒类行业协会、机动车行业协会等，先后得到多家行业
协会大力支持和配合，每家行业协会发展了一批商家参与“放心消费承
诺”创建活动。例如 2020 年底，市消委会联合连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连州市举办以“携手共创，放心消费”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得到连州
市有关行业协会支持，活动期间连州市数十家企业加入了“放心消费承
诺”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活动。2021 年市消委会联合市医药行业协

十七、清远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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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了放心消费直播课堂，也发展了百姓大药房和大参林药业两家连
锁企业加入。
（三）加强对创建放心消费环境工作常态化宣传，市消委会在 3·15

期间，在市级电视台新闻栏目重点推介“放心消费”活动，在消委会网
站、微信公众号发布活动动态，公布“放心消费活动”单位信息。为了
保证宣传常态化开展需要，2021 年市消委会改版了自己的网站，设置
专栏，并在当地网络媒体《一点资讯》开设《共守承诺 放心消费》专栏，
推介放心消费活动相关信息，取得了一定效果。
（四）加强对商家的引导，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消委会及时组织相

关人员实地检查，指导“放心消费承诺”“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
挂牌，组织媒体宣传报道做得好的商家，同时对不履行承诺的商家进行
指导，督促整改。市消委会密切关注消费动向、监测舆情，在重要节点、
重大节日前发布消费警示、消费倡议，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防范
消费陷阱，引导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促进清远放心消费环境的建设。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清远高济百姓大药房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北门店

清远高济百姓大药房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北门店

清远市清城西门街北门市场首层（北边）
自编 4、5卡商铺

2 英德市英之旅旅行社有
限公司 英德市英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英德市英城富强东路龙山庄金龙轩首层

A013 铺

3 清远大参林连锁药店有
限公司金沙分店

清远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金沙分店

清远市清城区连江路金沙商务大厦首层
06 号

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清远市分公司北江
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清
远市分公司北江营业厅

清远市新城北江三路金鑫大厦首层 101
号

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半环路客户服务中
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半
环路客户服务中心

清远市新城半环北路 1号中国电信大楼
一楼营业厅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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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6 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
公司 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石角镇广清产业工业园园区内

7 蒙牛乳业（清远）有限
公司 蒙牛乳业（清远）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三路 17 号

8 学林书城 清远学林书城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明霞大道中 19 号
首层 101 号铺

9 清远市清新区广泰好美
家百货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区广泰好美家百货
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中山路北 8号首层
71 号铺

10 鸿雁茗茶 广东鸿雁茶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英德市英城利民路九十七号一、
二层 

11
" 英红镇云岭上茗轩红
茶博物馆  
"

英德市上茗轩茶叶有限责任公
司

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英红镇云岭上茗轩
红茶博物馆销售展厅

12 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
限公司 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冈县迳头镇金岭工业园金岭八路 1号

13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
有限公司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
司 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龙山镇学田

14 好宜家购物广场 连南瑶族自治县好宜家购物广
场 连南县三江镇民族一路 

15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金
丰购物广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金丰购物
广场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鹿鸣中路莲
花大厦首层 103、二楼、三楼  

16 连州市粤众佳源食品有
限公司 连州市粤众佳源食品有限公司 连州市连州镇元潭管理区邵村（原旧砖

厂）

17 连州市东陂和香隆腊味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连州市东陂和香隆腊味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连州市东陂镇北架岭脚黑嘴墩地段

18 连州市马氏农资店 连州市马氏农资店 连州市连州镇人民路 13 号首层 101 号
商铺

19 来来购物中心 阳山县来来购物中心 阳山县阳城镇阳山大道 1号首层 1、2
卡及二楼

20 佰得超级市场 阳山县佰得商业贸易有限公司 阳山县城南东社区商业大道 190 号
L001-L059 号铺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博学士眼镜 清远市博学士眼镜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滨江路 7号
101#102#

2 英玖红茶业 英德英玖红茶业有限公司 英德市英红镇英红工业园内
3 华侨友谊珠宝金行 连州市华侨友谊商业有限公司 连州市东门南路 114 号

4 连州市乐购鲜生活超市 连州市乐购鲜生活超市
连州市连州镇北山丽苑首层商铺（粤房
地证字第 C5599186 号）房屋自编东面
第九卡、第十卡 

5 旺角百家购物广场 连州市旺角百家超级市场有限
公司 连州市人民路花园新城 E栋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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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情况

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有效措施。2020—2021 年，市消委会制定了《潮州市消费者委

员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方案》《潮州市经营者“放心消费承诺”活动规则》

《潮州市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指引》，对开展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通过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在全市创建了一批“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

二、相关举措

1.制定评选标准。2020—2021年，潮州市就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经过企业申报、初步筛选、小组评审、名单公示、备案登记等评选环节，

最后共 224 个单位入选，其中被认定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115 家，

被认定为“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9家。制定严格的评选环节，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含金量，对参选的商家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和承诺，也给一部分不合格的商家作出了警示。

2. 主流媒体大力宣传。2021 年，潮州市消委会精心挑选了 8家知

名度较高，口碑较好的放心消费商家，联合潮州电视台拍摄了两期放心

消费创建工作专题报道，分两天在潮州热门媒体频道“民生直播室”进

行报道，使广大市民都清楚地了解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实质意义。

十八、潮州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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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入商户了解实情。在开展活动的两年时间里，市消委会的工作

人员采取不定时不通知的模式，按区域深入各入选商家进行调研了解，

以一名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去体验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实质效果，对于不

符合放心消费承诺的商家第一时间提出了整改，确保活动落到实处，深

入人心。

三、主要成效

活动的顺利开展，使潮州市的经营者诚信经营，主动履行维护消费

者权益第一责任，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法定要求得到全面落实；首问责任、

赔偿先付、线下购物七天无理由退货等高于法定要求措施得到有效推广；

消费环境明显改善，消费品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消费纠纷解决渠道进

一步畅通，消费者获得感不断增强；放心消费的文化逐步形成，消费观

念更加科学正确，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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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北京汽车潮州安通 广东安通汽车城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潮汕公路前进路段 159 号
2 余城记 潮州市湘桥区余城餐饮店 潮州市湘桥区太平路 328 号之一

3 新时代母婴会所 潮州潮韩新时代母婴护理服务有
限公司

潮州市湘桥区城西街道上洲村宫后片 1
号综合楼

4 州府游居旅馆 潮州市湘桥区州府游居旅馆 潮州市湘桥区西濠路河头

5 阿彬牛肉火锅 潮州市阿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潮州市南春路旗杆巷 8号第七层厂房北
侧

6 潮州财富中心希尔顿
欢朋酒店 潮州市汇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潮汕公路与新风路

交界处财富中心 A幢 5层

7 莲华素食府 潮州市莲华素食府有限公司 潮州市开元路开元广场Ｃ１幢９号一至
三层

8 品雅园酒楼 潮州市品雅园酒楼有限公司 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上津村意东三路沙
坝黄埔 3号厂房

9 兄弟牛肉火锅店 潮州市兄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官
塘第一分店

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镇道口西侧 5号铺
面

10 粤兴牛肉火锅 广东粤兴餐饮有限公司 潮州市湘桥区彩虹路粤海花园新区 44、
45 号铺面

11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乌
岽天泉酒厂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乌岽天泉酒厂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镇凤乌路中段

12 有间牛肉火锅店 潮州市有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巷头村米晏片 2号
铺面

13 潮州市湘桥区上客大
餐室 潮州市湘桥区上客大餐室 潮州市湘桥区太平路猷巷中段原抽纱场

（太平路猷巷 1/21 号）

14 潮州美食文化展示中
心 潮州市韩江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潮州市东平路 143 号

15 书香客栈 潮州市湘桥区书香客栈 潮州市湘桥区开元路开元广场D幢 301
房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大光明眼镜 潮州市湘桥区新大光明眼镜店 潮州市湘桥区永护路 4号港湾国际花园
九幢 1号铺面首层

2 广东众建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广东众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潮汕公路砚前路段

工东侧 66 号之一
3 宝莱手机连锁 潮州市枫溪区宝芝莱通信经营

部
潮州市枫溪区瓷兴路瓷都花园 A11 幢
110 号

4 潮州市湘桥区万得福食
品经营部

潮州市湘桥区万得福食品经营
部

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仙田二村大井脚侨
光中学东面 2号铺面

5 20 支 潮州市枫溪区荣发副食店
潮州市枫溪区如意工业区D7-1地块（职
工食堂宿舍综合楼一楼部分临街铺面，
右起第四至第五间）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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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揭阳市高度重视，市市场监管局、市

消委会迅速行动，专题研究放心消费环境创建工作，特别是市消委会周
密部署，把放心消费创建作为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工作来抓，组织研究
制定工作方案，2020 年 2 月 28 日下发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通知，
明确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内容、任务和工作步骤。为做好创建工作，市消
委会成立了由分管副局长苏宋锋同志任组长，市消委会、各县（市、区）
消委会主任及市消委会相关人员组成的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工作责任到
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各基层消委会也迅速行动起来，按照方案安排，
组织开展创建活动，通过几年多来宣传引导，动员企业、商户积极参与。
自活动以来，揭阳市分别于 2020 年 2 月、10 月，2021 年 7 月共组织
三批创建活动，截止2021年底，全市“放心消费承诺单位”499家，“线
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81家，揭阳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二、主要做法
1. 做好宣传，营造创建活动氛围。一是强化舆论宣传。坚持以加强

创建宣传为先导，着力拓宽创建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内涵，提升宣
传效果，通过广泛宣传消费维权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和经营者诚信守法意识，创建工作影响不断扩大。二是加强与媒体合作。
为突出宣传效果，利用媒体加大宣传，扩大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影响，
形成了全社会关心、支持消费维权工作的良好氛围。活动开展以来，与

十九、揭阳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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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电视台、揭阳日报社等媒体合办专题，在每晚黄金时间播放创建宣
传用语。目前，全市各级通过广播、微信等方式宣传放心消费知识，放
心消费氛围初步显现。三是上门服务宣传。基层单位通过进店入户宣传
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知识，引导企业、个体商户严格遵守《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指
导利用门头电子屏宣传放心消费创建的宣传口号，要求参与创建的企业
建立和完善进货登记制度，规范公开承诺书等。截至目前，已出动人员
145 人次，发放《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知识》《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相
关知识》宣传材料 2500 余份。四是以纪念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等
为契机，大力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宣传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2. 动员企业参与，突显创建活力。强化经营者主体责任，督促经营

者诚信经营，引导经营者积极参与创建工作。通过落实主体责任、信息
公示、信用惩戒等措施，有效增强经营者自律意识。抓好企业自律。我
会积极推动企业在放心消费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引导各大中型超市、
卖场、批发中心等全面实施商品准入制度；引导食品、药品、农资等重
点经营企业和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公共服务业全面落实企业自律
制度；引导家电、旅游、装饰装修、房地产等群众关注度高的企业行业
建立完善的自律制度。
3. 有关工作打算。为形成全社会共创放心消费环境局面，下一步揭

阳市消委会将发挥消费维权组织协调作用，主动联系成员单位、行业组
织开展创建工作，引导各行各业等加入到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中来，形成
全社会、各行业都参与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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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广东美佳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广东美佳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揭阳市普宁市流沙南环大道与康
美大道交汇处万泰城第 18-19 幢
（负一层、1-3 层）

2 揭阳市立丰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普宁大德路大药房

揭阳市立丰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普宁大德路大药房

揭阳市普宁市流沙南街道大德路
翠竹园小区泰德楼首层

3 普宁市流沙寿生堂药店 普宁市流沙寿生堂药店 揭阳市普宁市流沙南街道流沙大
道 34 号东起第二间

4 普宁市流沙国兴食品经营部南
芳店

普宁市流沙国兴食品经营部南
芳店

揭阳市普宁市流沙镇西街道南芳
路 58 号

5 广东维美果园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维美果园食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普侨区安池公路南侧（即
电管所东侧）

6 揭阳市佰家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揭阳市佰家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东环城路以东临江
南路以南岭南明一期 30-31 号铺

7 揭阳市恒生珠宝有限公司 揭阳市恒生珠宝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富榕大厦首层
11-12 号

8 揭阳市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建
阳分店

揭阳市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建
阳分店

揭阳市榕城区建阳路以北马牙路
以东裕光综合楼 8号铺面

9 广东亿心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亿心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贡山

10 广东农夫山庄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

广东农夫山庄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 揭阳市揭西县凤江镇工业区 

11 揭阳市伟锋药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伟锋药业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

揭阳市揭西县河婆街道东风社区
广场影剧院后面

12 松德龄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惠西
店

揭阳市松德龄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惠西店

揭阳市惠来县惠城镇南门大道
158 之一号

13 咏春号海鲜码头 惠来咏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神
泉公司

揭阳市惠来县神泉镇海滨度假村
酒店东侧 50 米处铺面

14 奶粉专家 惠来县谢晓珍母婴用品店 揭阳市惠来县惠城镇南门大街葵
馨豪庭东门 22 号铺面

15 福万家购物广场 惠来县葵潭镇荣盛福万家购物
广场

揭阳市惠来县葵潭镇广汕公路
176 号之一号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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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揭西县金和好利民综合
商店 揭西县金和好利民综合商店 揭阳市揭西县金和镇和南村委金和大

道

2 普宁市军埠毅锋日用百
货商店 普宁市军埠毅锋日用百货商店 揭阳市普宁市军埠镇军老村老桥头南

侧李园 10 号

3 普宁市池尾陈蔓虹日用
杂品商店 普宁市池尾陈蔓虹日用杂品商店 揭阳市普宁市池尾上寮村长春路北侧

民楼第一层西起第 1-2 间

4 揭阳市娃娃城孕婴用品
有限公司第十经营部

揭阳市娃娃城孕婴用品有限公司
第十经营部

揭阳市榕城区天福东路以北、梅兜路
以西办公综合楼 CD幢第 3号第一层

5 奶粉专家 惠来县谢晓珍母婴用品店 揭阳市惠来县惠城镇南门大街葵馨豪
庭东门 22 号铺面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6 广东良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天
福商场

广东良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天
福商场

揭阳市榕城区天福路中 2段北侧
人民医院门口西侧 7、8、9号、
110、202 号 

17 揭阳市奥马眼科视光中心江南
新城店 

揭阳市奥马眼科视光中心江南
新城店 

揭阳市榕城区临江南路江南新城
四期一幢一梯 39 号铺

18 揭阳市新汇康医药有限公司 揭阳市新汇康医药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八号街中段东侧榕
建商住楼 16、17 号 

19 揭阳市榕城区中山广集食品经
营部

揭阳市榕城区中山广集食品经
营部

揭阳市榕城区永革北马路中山花
园商住楼第二幢 114 号

20 揭阳空港经济区佳兴百货商行 揭阳空港经济区佳兴百货商行  揭阳市空港经济区渔湖镇前街174 号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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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职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推动消费维权社会共治，云浮市新兴县市场
监管局、新兴县消委会科学统筹谋划、精心部署落实，自 2020 年 1月 
起 ，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宣传，全力服务、指导广大经营者积极参与放心
消费承诺创建活动。
截至2022年 2月，全县共创建“放心消费承诺示范街区”1个 、“放

心消费承诺单位”146家 、“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142家 ，营造了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氛围。

一、精心准备，强化创建组织领导
新兴县市场监管局、新兴县消委会联合印发《“放心消费承诺活动”

实施方案》，成立放心消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参与创建的经营者围绕“品
质保证”“诚信保证”“维权保证”三方面的内容，开展公开承诺，接受
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企业自治和行业协会作用，营造政府部门、社会组织、
广大群众、企业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时代消费维权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二、强化业务，不断提升维权满意度
以 12315 和消委会投诉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强对 12315 和消委会平

台多元化建设，确保各所、分会消费者投诉举报系统畅通。定期对社会大
量投诉、举报、咨询信息资源进行统计和综合分析报告，为监管部门实施“严
管”提供靶向。2020年至 2022年 2月，全县共受理投诉举报 2603件，

二十、云浮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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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投诉1744件，举报859件，挽回经济损失178万元。办理诉转案11起，
罚没款3.6万元。

三、强化监管，努力提高社会公信力
全县市场监管和消委会通过召开座谈会、约谈会、发放各种宣传册、

发布消费提示等方式让商家了解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意义，认识自己在活
动中的作用和责任，以消费者反映问题较为突出的虚假宣传、假冒伪劣、
价格欺诈等领域为重点开展专项行动，如2021年 12月 23日，为进一步
规范房地产企业和物业企业经营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新兴县
2020年至2021年消费投诉热点问题，约谈了6家房地产企业和物业企业。
通过强化监管执法倒逼商品和服务经营者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消费
环境进一步优化，提升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认同度。

四、强化宣传，营造放心消费社会氛围。
各所和分会在日常监管执法工作中，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向

市场主体和广大消费者宣讲消费信息和法律常识，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
消费、明白消费。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和重大节假日等时间节点，
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体、现场宣讲等形式，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同时，加强对放心消费承诺商家宣传
推介工作。2021 年 9月至 2022 年 2月，通过中国电信新兴分公司、肇
庆市昌大昌新兴店和新兴县大利电器店共 3商家，用图片及视频进行放
心消费承诺的宣传。

五、加强指导，提升承诺活动成效显现
“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启动以来，新兴县市场监管局、县消

委会持续通过宣传、培训、检查等方法，持续加强对各所、分会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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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和推动。为掌握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的实际效果，对全县线下无理
由退货承诺店进行了检查，发现商家退货时限均在 7天以上，部分商家
退货期限30天以上。如新兴县大利电器店在“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
动中，2021年已为消费者退货6单，金额28944元，退货商品包括冰箱、
空调和热水器等10台，有的退货期达100天以上。最近，通过回访部分
购物消费者，他们表示会优先选择或推荐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昌大昌超市 肇庆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新兴店

新兴县新城镇沿江北路 66 号壹层 JC-
1F-077 贰层 JC-2F-017 叁层 JC-3F-018

2 新兴县大利电器城 新兴县大利电器有限公司 新兴县新城镇东堤路 6—25 卡

3 百惠超市 新兴县百惠超级商场有限公司城
南商场

新兴县新城镇兴龙路 1号铺位（建设二
路商品楼）

4 大润发超市 罗定市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罗定市罗城镇龙园东路原罗定体育馆

5 罗定市壹号货仓超市
有限公司龙园店

罗定市壹号货仓超市有限公司龙
园店

罗定市区龙园路 90 号工商大楼东副楼首
层、二层

6 罗定市壹号货仓超市
有限公司五里桥店

罗定市壹号货仓超市有限公司五
里桥店

罗定市罗城街道工业大道三路 18 号第二
层 2018-2019 号

7 富云科技 云浮市富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前锋镇大江头村口（桔子
根）

8 华为授权体验店 云浮市自由易电信有限公司云城
益华分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东路 270 号益华国际
广场第一层 L1-120、121、122、125 号
商铺

9 屈臣氏 佛山市南海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
有限公司云浮兴云东路分店

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东路 270 号百盛国际
广场首层（L1002-1009）

10 郁南县好邻居超级商
场有限公司 郁南县好邻居超级商场有限公司 郁南县都城镇中山路 3号

11 郁南县都城镇周万福
珠宝店 郁南县都城镇周万福珠宝店 郁南县都城镇中山路 68 号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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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昌大昌超市 肇庆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新兴店

新兴县新城镇沿江北路 66 号壹层 JC-
1F-077 贰层 JC-2F-017 叁层 JC-3F-018

2 新兴县大利电器城 新兴县大利电器有限公司 新兴县新城镇东堤路 6—25 卡

3 百惠超市 新兴县百惠超级商场有限公司
城南商场

新兴县新城镇兴龙路 1号铺位（建设二
路商品楼）

4 梅州市客都汇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

梅州市客都汇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罗定分公司

罗定市罗城街道龙园路 133 号（罗定体
育商业广场）第五层 5002 室

5 罗定市新万悦百货有限
公司 罗定市新万悦百货有限公司

罗定市人民中路 130、132 号与园前路
6号罗定市商业中心（北区）二层1-14、
98-105 号商铺

6 罗定市天河城商贸有限
公司附城超市 

罗定市天河城商贸有限公司附
城超市 罗定市附城镇光明路 98 号 

7 新云饼家 云浮市新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道土门村委会原土
门小学场地右侧

8 好发来 云城区好发来商场 云浮市云城区前锋镇罗坪村委会罗坪圩
旧信社

9 天天好生活 云城区天天好生活超市 云浮市云城区河口街府前路南方综合市
场一楼

10 郁南县连滩镇顺意隆生
活超市 郁南县连滩镇顺意隆生活超市 郁南县连滩镇振兴路（原三鸟市场）

11 郁南县都城镇汉斯顿净
水机销售部

郁南县都城镇汉斯顿净水机销
售部 郁南县都城镇一环路 31 号一楼铺位

12 郁南县连滩镇联华百货
超市 郁南县连滩镇联华百货超市 郁南县连滩镇建设路 14 号之二首层

13 云浮市云安区托洞云星
腐竹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安区托洞云星腐竹有
限公司

云浮市云安区石城托洞五星管理区（陈
振荣房屋）

14 云安区美福百货商行 云安区美福百货商行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府前一路
15 云安区润叶食品商店 云安区润叶食品商店 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托洞圩横街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2 郁南县建城镇天润互
联超市 郁南县建城镇天润互联超市 郁南县建城镇中山路（原建城镇影剧院）

13 云浮市荣华富石材有
限公司 云浮市荣华富石材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庆丰工业区

14 广东传奇岗石有限公
司 广东传奇岗石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南乡村委车田坝（地

号：10 － 00920）

15 云浮市御华茧丝绸有
限公司 云浮市御华茧丝绸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高村村委迳口村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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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横琴消协在省市场监管局和省消委会的指导下，围绕放心
消费创建工作要求，结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定位和区位优势，深入开展
具有横琴特色的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是打造横琴“放心消费商圈”，形成放心消费创建聚集和辐射效应。
随着珠澳合作开发横琴深入推进，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陆续建成开业，商
业氛围日渐浓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坚持需求为导向，积极创新工作方
式，选取人流量大、商户入驻率高、管理相对规范，具备创建条件大型商
业综合体为试点，推出以大型商业综合体为创建主体，综合体全体商户参
与的“放心消费商圈”创建新模式。创建过程中严格落实商业体主体责任
和示范带动作用，注重创建经验成果宣传推广。目前首批3个深合区“放
心消费商圈”已在横琴购、中央汇、励骏庞都广场等商业综合体落地，商
家均参与了放心消费承诺活动，放心消费创建氛围成效明显，计划逐步辐
射推广至全区各大商业综合体。

二是推进“放心消费承诺”与“横琴诚信店”品牌有机衔接，打造
具有横琴特色的放心消费品牌。横琴诚信店是借鉴澳门诚信店模式，于
2014年推出的鼓励商家诚信经营的区域品牌，与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的目
的初衷、工作思路相符。经请示省消委会同意，继续保留横琴诚信店品牌。
一方面，横琴充分发挥诚信店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横琴诚信店率先加入放
心消费承诺，并积极带动周边商户参与，效果明显。目前横琴“放心消费

二十一、横琴

“放心消费承诺”创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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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单位”110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3家。另一方面，积极推
进横琴诚信店与放心消费承诺创建规则衔接。修订《横琴诚信店品牌认定
和管理规定》《横琴诚信店品牌评审实施细则》，增设“须参加放心消费
创建活动满一年”作为申报横琴诚信店的前置条件，进一步提高横琴诚信
店准入门槛，实现在广泛开展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横琴诚信店
评审活动，推动两者互相衔接、相互促进。
2020年 12月，横琴消协与澳门消委会联合宣传两地诚信店、“放心

消费承诺单位”共计64家，制作短视频2条，在腾讯新闻、腾讯大粤网、
微信朋友圈投放宣传，点击量超过两千万。
下一步，横琴消协将围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

总体要求、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以“放心消费承诺”创建为抓手，促进
深合区与澳门消费趋同的放心消费环境及民生融合，助力将深合区打造成
为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

序号 门店名称 注册名称 经营地址
1 俊兴蚝港海鲜酒楼 珠海市横琴俊兴海鲜酒楼 横琴宝兴路 99.101.103.105 号
2 阿森美食城 珠海横琴亚森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横琴宝兴路 45-47 号对面
3 永春酒店 珠海永春酒店有限公司 横琴宝兴路 85 号
4 明星影楼 珠海市横琴明星影楼 横琴宝中路 86 号一楼 84 号
5 大横琴海鲜酒楼 珠海市横琴区大横琴海鲜酒家 横琴宝兴路 63、65、67 号
6 横琴蚝生态庄园 珠海新豪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横琴宝兴路 203 号
7 木香酒店 珠海横琴木香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横琴宝兴路 83 号
8 联心文具 珠海市横琴联心办公文具店 横琴宝中路 86 号一楼 82 号

9 十月初五餅家澳门手
信 珠海市横琴时星创富商行 横琴湾酒店大堂层商业区内第 10 号商铺

10 105cafe 珠海横琴壹零伍食品管理有限公
司 横琴琴政路 11 号

推荐全省商家名单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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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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