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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维权平台◆
工商部门：
12315
质检、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12365
食药监部门：
12331 价检部门：
12358

新闻追踪

预付卡变“僵尸卡”
“缩水卡”

大豫家政承诺整改又变卦
郑州市工商局:取证核实后将立案处罚

权威发布

河南省质监部门发布 10 起典型案例

擅改软件程序 加油站栽了
□记者 陈骏 通讯员 余洪恩

□见习记者 杨书贞

核心提示 | 3 月 5 日和 7 日本报连续报道大豫家政预付卡剩余时间折
半用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如图）。连日来，更多对大豫家政的投诉蜂拥
而至，集中表现在“约人难”和“退钱难”。而与此同时，该公司目前还在对外
广招新会员充卡。

投诉｜
近百个电话难请保洁员 退钱遇“奇葩公式”
近日，郑州市管城区退休教师刘女
士投诉称，自己是大豫家政十几年的老
客户，但是一年才约上一次服务。刘女
士说：
“2016 年 10 月 12 日，在我约了近
一年、打了近百个电话后，该公司终于
派来个 20 岁左右的小伙子，把我家弄得
一团糟。”家住东明路的李女士投诉称，
她 2017 年 12 月就开始约大豫家政服
务，
4 个月都没有约上。
既然约不上服务，3 月 8 日，刘女士

向大豫家政提出退钱。
“ 退可以，剩余时
间折半，按照每小时 10 元钱退！”该公司
杨经理表态。刘女士在该公司的预付
卡里还剩 80 个小时，她表示，剩余时间
折半就认了，但是费用起码得按照家政
本上注明的每小时 25 元的最低价格来
退款。当天，70 多岁的她打了整整一天
电话和大豫家政沟通，最终按 40 个小
时、每小时 15 元退款。这样的“奇葩公
式”
让刘女士气愤又无奈。

商家 |
承诺“不再折半用”又反悔 仅存的两家店仍在卖卡
3 月 12 日下午，记者又再次接到东
明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告诉记者，
大豫家政负责人给她回话了：
“保洁员可
以马上到，但时间得折半用；退钱也可
以，
只能按照每小时 10 元退。”
李女士反问：
“你们不是已经向大河
报承诺了不再折半用吗？”该负责人称，
时间不再
“折半用”只针对那天见报的温
先生。而记者的采访录音中，至今保留

着该公司负责人杨经理 3 月 5 日对所有
涉事客户
“一视同仁”
的表态。
据了解，该公司目前在郑州仅有二
七区和金水区两家店。3 月 8 日，记者以
咨询服务的名义致电这两家店，话务员
均向记者推荐充卡优惠。当记者提出要
去店面看看情况时，话务员以店面正在
装修为由推却了记者的要求。

工商｜
取证核实后将立案处罚
郑州市工商局 12315 投诉举报中
心副主任朱志林表示，针对大豫家政的
投诉，建议消费者向二七区工商所反
映，工商所将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对事
情先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工商部门
将按照掌握的证据来评测商家是否达
到“无理拒绝”或者“故意拖延”消费者

的条件。如果属实，工商将立案处罚，
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他同时表示，调解过程中，如果是
因商家无法提供服务或者服务不达标
造成的纠纷，调解方案将偏向消费者来
制定。调解不成，则走诉讼程序，依法
追回消费者的各项损失。

本报讯 使用高科技手段对加油机
计量芯片软件进行篡改，非法获利 8 万余
元被查处，我省武陟县一名为“远洋”的
加油站栽了。昨日上午，河南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下简称省质监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公布了 2017 年度该局在执法打假
工作中查处的 10 起典型案例，开封市儿
童医院等单位（企业）被
“点名”。
发布会上，省质监局局长唐远游作
为主发布人介绍说，2017 年，省质监局聚
焦民生重点，选定妇幼用品、学生用品、
新兴消费品、食品接触材料等 10 类消费
品和汽车制造、电线电缆、仪器仪表制造
等多个行业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共抽查
各类产品 172 种 10683 批次产品，监督
抽查合格率为 95.3%，同比提高了 0.4 个
百分点。与此同时，在重点民生领域，持
续开展“质检利剑”行动，全年全省质监
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53637 人次，检查
单位（企业）14976 家，查办大要案 55 起，
移送公安机关 11 起，捣毁窝点 11 个，召
回缺陷产品 7 个批次 11870 件，挽回直接
经济损失 4107.3 万元。
发布会上，省质监局还公布了 10 起

在 2017 年查办的典型案例，涵盖农资、
建材、检验检测、计量、能源、特种设备、
认证认可七大类别，包括开封市儿童医
院等单位（企业）被点名通报。
据了解，2017 年 1 月 15 日，开封市
质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开封市儿童医院
在用的婴幼儿高压氧舱定期检验情况进
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院使用的上述设
备未经定期检验。按照相关规定，质监
部门对其给予包括责令停止使用未经检
验的婴幼儿高压氧舱、处罚款 5 万元的行
政处罚。同样在特种设备领域，焦作市
质监局对焦作市华茂置业有限公司使用
8 台超期未检验电梯一案立案调查，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质监部门同样对
其给予行政处罚。
此外，在民生领域，省质监局稽查总
队于去年初在对焦作市武陟县远洋加油
站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加油站利用
高科技手段，擅自改变加油机计量芯片
中的软件程序，销售车用乙醇汽油、柴
油，加油金额共计 138.47 万元，违法所得
8.31 万元。目前，该案已移交公安部门
立案侦查。

消费警示

没营业就售卡 健身房跑了
郑州市消协：预付卡风险多，消费者需慎重
□见习记者 杨书贞
本报讯 还没营业就让你充卡，小心
么换号，要么拒接，微信也设置了屏蔽功
这或许是个
“坑”。3 月 13 日，郑州市消费
能，至今无法联系上店家。付女士后悔
者协会（下称消协）发布今年第 2 号消费
称，充卡时健身房还在装修，没有营业，
警示，针对日益高发的美容、美发、洗浴、 “我咋就钻套里了呢”？
健身、餐饮、家政等行业的预付卡消费投
和她一样遭遇的还有
“威尔仕维权微
诉，郑州消协提醒市民注意：预付费消费
信群”里的 74 名市民，该群消费者都在
风险多，尤其要警惕部分企业还未正式营 “跑路”的威尔仕健身房进行了少则 3000
业，仍在装修期间就抛售高折扣、优惠多
元，多则上万元的充值，涉事金额累计超
的预付卡行为。
过 60 万 ，且 不 断 还 有 新 受 害 者 加 入 该
也是在 3 月 13 日，金水区付女士向
群。目前，受害消费者正在积极维权。
记者投诉位于郑州新区恒天国际大厦的
付女士介绍，当时该健身房有个几十
郑州威尔仕健身房，称去年 12 月 4 日花
元钱抵几百元钱的活动，她觉得挺划算，
3780 元办理了该店的预付卡，但是今年 2
就充了卡。看似划算的预付卡真的划算
月 24 日再去店面参观时已大门紧闭，空
吗？如果遭遇商家人去楼空，岂不变成
无一人。拨打销售人员电话，销售人员要 “赔钱卡”？

郑州市消协提醒
一、慎重选择大额消费预付卡。办卡时对商家经营规模、经营环境多加
了解，尽量避免一次性预付大额款项，可先采取小额消费尝试体验，选择金额
小、
期限短的预付费卡。
同时，要警惕部分企业还未正式营业，仍在装修期间就抛售高折扣、优惠
多的预付费消费卡的行为，
规避预付费风险隐患和欺诈陷阱。
二、仔细阅读合同约定条款。办卡时，对于商家的服务承诺最好以书面
形式签字约定，尤其应明确预付费卡的使用范围、有效期限、收费标准、违约
责任等条款，以便维权有凭据。同时，要对合同内条款空白处的内容认真填
写，不留空白项，避免留下漏洞。如遇到不公平的格式合同，不要盲目顺从，
要敢于说
“不”。
三、注意保存相关证据。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保留好合同、消费票据和服
务承诺等书面证据，一旦权益受损，
及时投诉，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关注媒体报道和相关部门发布的消费警示，主动拒绝在不诚信企业
消费，
抵制消费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