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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5104/T 52—2021《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评估规范》，与DB5104/T 52—2021相比，

除结构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调整了 6.2 分值内容（见 6.2,2021 版 6.2）；

b) 调整了部分条款的篇章结构和表述方式。

本文件由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攀枝花市商

务局、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攀枝花市民政局、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攀枝花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文元、邓春莉、周朝华、陈晓燕、成晓、王家元、李凯、梁华、杨华龙、

王李、欧沁华、刘志东、吴仁本、朱芳文、刘永彬、陈秀丽、何丽君、易文峰、胡礼梅、黄堃、贤安娃、

冉光明、庞洁、朱跃红、彭莉、周蓉、赵友刚、蒋颜、张雁儒、黄金、陈沿桦、韩燕、刘攀虹、魏忠燕、

王强、张银、罗磊。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1年首次发布为DB5104/T 52—202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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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评估规范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评估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组织申报、考评验收、社会公

示、认定命名、监督管理、动态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 5104/T 50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指南

DB 5104/T 51.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1部分：通则

DB 5104/T 51.2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2部分：食品经营主体

DB 5104/T 51.3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3部分：药械经营店

DB 5104/T 51.4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4部分：家具建材商场（市场）

DB 5104/T 51.5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5部分：农贸市场

DB 5104/T 51.6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6部分：商业综合体

DB 5104/T 51.7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7部分：物业服务企业

DB 5104/T 51.8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8部分：医疗机构

DB 5104/T 51.9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9部分：养老机构

DB 5104/T 51.10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10部分：康养旅居点

DB 5104/T 51.1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11部分：景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 reliable and comfortable consum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tandardized enterprise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自愿参加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

活动并达到相应要求，在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经评估认定满足条件的单位。

4 基本要求

4.1 攀枝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全市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单位评估工作的组

织、指导、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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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设单位的主体包括农贸市场、食品经营主体、景区（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国家和省级旅游度假

区、国家和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医疗机构、药械经营店、家具建材商场（市场）、商业综合体、物

业服务企业、养老机构、康养旅居点等。

4.3 建设单位采取集中认定的办法，原则上每 2 年组织 1 次。

4.4 建设单位评估认定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a) 自愿申报参与的原则；

b) 诚实信用的原则；

c)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d) 非终身制的原则；

e) 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

5 组织申报

5.1 建设单位的申报工作按照属地管理、逐级申报的方式进行，由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向所在各县（区）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申报。所在各县（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日

常监管情况，对申报主体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由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考核认定。

5.2 申报建设单位的，申请人须于认定年度的 11 月 31 日前，向所在各县（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交下列材料∶

a) 攀枝花市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申报表（见附录 A）；

b) 营业执照及相关行政许可证件；

c) 申报单位获得的市级及以上政府或有关部门授予的各类荣誉证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d) 如为代办，须提供代办授权委托书；

e) 申报工作需要提交的其它相关材料。

6 考评验收

6.1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各县（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的

申请单位资料审查，并组织市级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评价组或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依据本标准和 DB

5104/T 51.1 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进行实地检查。

6.2 联合评价组或委托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按照攀枝花市 DB 5104/T 51.2～DB 5104/T 51.11 系列标

准进行现场考核评分工作，总分为 120 分，其中一般项 110 分（如存在不适用项，按百分比折算成百分

数），加分项 10 分。具体评分要求如下：

a) 总分在 95 分及以上的评为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

b) 总分在 80 分～94 分范围内的单位，需在 3 个月内实施整改，复评达到 95 分及以上的评为放

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复评仍达不到 95 分及以上的，取消本次评定资格。

c) 总分在 79 分以下的单位，取消本次评定资格。

7 社会公示

7.1 对符合申报条件并通过考核验收的申报单位，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汇总

并审核把关后，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7.2 公示时应同时公示负责人姓名、举报电话、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等。



DB5104/T 52—2022

3

7.3 在公示阶段无重大异议或重大投诉的申报单位予以通过公示。

7.4 对公示期间接到的投诉和举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经调查和核实，做出相应决定。

8 认定命名

8.1 对通过公示的申报单位，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通过后，由攀枝花市保护

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会同行业主管部门颁发“攀枝花市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铭牌，式样可参

照附录 B。

8.2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主体名称变更的，应自名称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向所在各县（区）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交报告和相关资料，经核验后上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换发铭牌，并收回原核发铭牌。

9 监督管理

9.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复评”制度，每 2 年复评 1 次。

9.2 各县（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不定期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进行动态检查。对不

符合放心舒心消费建设标准要求的单位要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要及时取消资格并向社会公

示。

9.3 复评工作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组织，各县（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具体实施，并上报复评情况报告。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对现场进行

抽查复核，抽查复核比例不低于 30%。

9.4 对复评考核通过验收的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继续予以命名挂牌；复评考核未通过的，

对一般性问题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取消命名，收回铭牌，并向社会发布公告，2 年内不再进行

认定与命名。

10 动态管理

10.1 获得“攀枝花市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称号并在动态管理中发现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单位，将撤销其命名：

a) 在建设过程中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的；

b) 因未尽到经营者法定责任导致产品质量抽检严重不合格，或发生安全责任事故（事件）造成较

大社会不良影响的；

c) 因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的；

d) 消费纠纷投诉频发且处理不主动不及时的；

e) 发生重大或群体性消费投诉事件影响社会稳定，造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的；

f) 出现违反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承诺的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

g) 停业或自动放弃建设资格的；

h) 其他情形。

10.2 对被撤销“攀枝花市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称号的，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向社会进行公告，并自撤销之日起 2年内不再认定与命名，并收回原核发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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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申报表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申报书参考样式见表A.1。

表 A.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地址 法人代表（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介绍

本单位的经营范围、主营品类、经营特色等， 300 字以内

建设工作及成效

包括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建设宣传、人员培训、顾客满意度等方面的工作，500 字以内

申请理由

承诺事项

承诺单位

我单位保证以上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单位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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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攀枝花市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铭牌

“攀枝花市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铭牌如图B.1所示。

图B.1 “攀枝花市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单位”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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