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点赞才值得称赞

百万网友点赞3·15榜单揭晓
星报传媒2016年3·15主题特别策划

每年 3 月属于消费者权益
月，如何更好地选择商家，让消
费者安心消费呢？由市场星报
联合安徽省消费者协会特别策
划的“百万网友点赞3·15——百
姓点赞才值得称赞”主题活动，
正是带着展现大众心目中的诚
信品牌这一初衷出发，活动自 3
月初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关注，也吸引了数万网
友、微粉的参与评选。截止到 3
月 30 日中午 12 时，六大行业 60
家诚信企业已经脱颖而出。同
时，几十份丰厚的物质奖励也已
经送到了参与者手中。看看还
有哪些你心目中的榜样企业，是
否已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名次！
而那些已经站在“塔尖”的诚信
企业，也不能骄傲哦。

现将这60家企业排名公布，
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赢得的礼
赞之声，寻找 2016 年度服务榜
样，聚焦其品牌的光荣与梦想，
展示他们的风采与承诺。通过
这些行业的标杆，高调宣扬榜样
的力量，从而更好地引领消费时
尚，让企业与消费者共同生活在
有尊严的消费环境中。

一个良性循环的消费过程，
与经营者的责任和消费者的信
任密不可分，经营者责任意识愈
强，消费者信任程度愈高。经营
者的责任意识一方面靠自律，另
一方面也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
监督和督促。社会嘉许诚信经
营的企业，给予它们更多的信
任；社会亦监督无力约束自身行
为的企业，并选择远离它们。

而归根结底，无论何种方
式，只有最终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和点赞，才有持续生存的基础。
因此，2016 年 1 月，中国消费者
协会在京发布了 2016 年消费维
权主题：“新消费 我做主”。对其
涵义的解读之一便是树立“消费
者优先”理念，倾听消费者声音，
重视消费者诉求，满足消费者需
要，赢得消费者对新消费的满意
和认可。而本次评选，也本着公
正公平的原则，通过直观的支持
率，反映出品牌企业在网民心目
中的地位，也让商家看到消费者
对品牌的认可度，为今后的企业
迈向更高的台阶、更好地服务消
费者打上一剂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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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家电行业 家装行业

房地产行业 汽车行业 金融行业

星光珠宝 大洋百货
37.58% （5489人） 14.8% （2161人）

商之都红府
13.71% （2003人） 10.31% （1506人）

安徽商之都

包河万达百货
3.6% （526人） （334人）2.29%

衣之家

百大CBD
1.51% （220人）

天鹅湖万达百货
1.4% （205人）

百大易商城
1.37% （200人）

合家福
1.21% （177人）

商之都国生电器
25.51% （909人）

格力电器
18.02% （642人）

海尔
14.79% （527人）

晶弘冰箱
10.86% （387人）

TOSOT大松
8.87% （316人）

美的
8.7% （310人）

百大电器
5.3% （189人）

苏宁
3.34% （119人）

荣事达
2.67% （95人）

万和
1.94% （69人）

环湖家居建材市场
52.4% （950人）

月星家居
14.95% （271人）

居然之家
5.74% （104人）

国邦美家居望湖卖场
5.3% （96人）

国邦美家居青阳路卖场
4.91% （89人）

红星美凯龙合肥直销中心
4.74% （86人）

信地红星美凯龙
4.41% （80人）

华邦伊赛特家居汇
3.92% （71人）

国邦美家居红旗卖场
3.64% （66人）

武里山天街
18.97% （1180人）

华邦集团
16.51% （1027人）

文一地产
6.06% （377人）

宝湾国际
5.24% （326人）

信地城市广场
4.68% （291人）

世贸翡翠首府
3.58% （223人）

保利地产
3.52% （219人）

万达文化旅游城
3.2% （199人）

滨湖集团
3.18% （198人）

瑶海万达
2.65% （165人）

安徽耀恒杰-众泰T600
24.5% （622人）

合肥新迪-比亚迪
13.43% （341人）

安徽天成-江淮
11.3% （287人）

安徽复兴-凯翼
7.8% （198人）

安徽复兴-奇瑞
7.05% （179人）

合肥博宏-众泰大迈
6.22% （158人）

北京汽车-合肥京瑞
5.28% （134人）

合肥博宏-东南
5.28% （134人）

合肥宝之佳-BMW
4.25% （108人）

安徽得佳-奥迪
3.74% （95人）

华夏人寿
31.68% （1468人）

安诚保险
14.65% （679人）

阳光保险
13.12% （608人）

国元证券
10.32% （478人）

安邦保险
2.55% （118人）

建设银行
2.55% （118人）

华夏银行
2.24% （104人）

农业银行
2.16% （100人）

中国平安
2.03% （94人）

利安人寿
1.75% （81人）

多选投票，最多可选择（28项） 14606人 多选投票，最多可选择（10项） 3563人 多选投票，最多可选择（9项） 1813人

多选投票，最多可选择（30项） 6221人 多选投票，最多可选择（15项） 2539人 多选投票，最多可选择（26项） 463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