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身房“充值容易退费难”
问题频发

在近期顶端新闻·大河报
联合郑州市场监管局举办的3·
15维权活动中，大河帮办记者
团走进郑州12315投诉举报维
权中心现场接听群众消费维权
诉求。一上午的时间内仅是健
身房预付卡问题就接到4个，
且分别是投诉不同品牌。

预付卡乱象在《报告》数据
中进一步得到印证。在居民服
务及日用百货类投诉举报中，
郑州12315系统全年共受理此
类投诉举报8959起。投诉排在
第一位的就是健身运动场所的
预付卡问题。

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营
业、变更经营地址、私教离职等
原因产生的充值退费问题，主
要存在“办卡容易退卡难”、“闭
店跑路”、“限制消费”、“格式条
款”等问题。

第二是服装鞋帽商品。因
成分不符、质量缺陷、实物差
异、售后服务等产生的退换货
纠纷问题比较集中；第三是文
化传播类公司。售票放在网络
上，但受疫情管控或其他原因
影响，导致演出取消或变相加
价，消费者难以退票的问题集
中；第四是家居用品。存在实物
质量、规格与样品不符、不及时
发货、外观瑕疵等退换货难的
问题。

商家虚构和夸大食品功效

数据显示，全年共受理此
类投诉举报 8996 起。一是冷
冻、速冻类食品。食品有异物、

发霉、变质等问题比较集中；二
是商家虚构和夸大食品功效。
存在虚假宣传、违法宣传等问
题；三是食品包装标签标识。存
在不完整、未标明厂名厂址、没
有生产日期、没有生产许可证
编号等问题；四是网络订购食
品。不发货、少发货、不赔付问
题以及餐饮单位卫生不达标等
问题。

车辆维修多纠纷

全年共受理此类投诉举报
2728起。一是购车消费问题。
存在意向购车后商家承诺可退
款，但最终无法退款问题，在承
诺时间内消费者无法提车的问
题，以及 4s 店不同意调换车
型，消费者遇到退费难的问题；
二是收费问题。分期购车还款
完毕后，收取解押手续费问题；
三是车辆维修问题。保修期内
车辆维修，以无配件为由，不予
维修或推诿扯皮问题，以及汽
车“三包”售后和汽车出现质量
异常问题。

手机维修谨防“二手配件”

全年共受理此类投诉举报
2874起。一是家电质量问题。
购买家电安装送货、质量或瑕
疵、使用不久就损坏等问题；二
是家电售后服务问题。主要是
不予维修、缺少配件、不予退换
货等问题；三是售后责任区分
问题。以人为损坏为由不予“三
包”、维修责任界定不清问题；
四是通信器材退货难的问题。
怀疑购买的手机为翻新或二手
机，沟通取证、退货难的问题；

五是手机附件问题。手机维修
更换二手配件，使用假冒、劣质
手机附件等问题。

“最高最优”“无毒环保”？
夸大、虚假！

全年共受理此类投诉举报
948起。主要反映在装修材料
及橱柜、门窗、家具等方面。一
是广告宣传问题。商家存在广
告中使用“最优”、“最高质量”、

“领先工艺”等绝对化用语，使
用“永不褪色”、“无毒环保”、

“抗菌透气”等夸大宣传、虚假
宣传等广告宣传问题；二是服
务承诺问题。售后服务存在故
意拖延或无理拒绝，不按期送
货、不按期安装等问题；三是产
品质量问题。建材存在质量不
合格、材质造假、假冒劣质、异
味超标等问题。

本报讯“直播带货”成为
近两年的消费热词。3月 10
日，记者从郑州市委宣传部举
办的“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
年郑州12315系统受理网络购
物投诉约 1.5 万件，占比近
20%。

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网络直播和网络购
物本质上并无大的区别，都属
于远程购物，由于此类远程购
物的兴起，消费投诉也日益增
多。

以 2020 年 为 例 ，全 市
12315系统受理网络购物投诉
约1.5万件，占比将近20%。其

中投诉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部
分主播或是平台存在夸大或虚
假宣传等问题。如对商品作不
实描述，夸大产品功能效用；承
诺的优惠、赠品不兑现等。二
是一些电商经营者拖延或者拒
不履行合同约定。如随意砍单
拒不发货、销售商品货不对板
等。三是有些电商经营者不承
担售后服务义务。如不执行

“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不履
行“三包”义务等。

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
大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尽量
选择正规、有资质认证的电商
平台及信誉度较高的卖家；下
单前要看清商品详情、促销规

则、退货退款方式及售后服务
政策等，不要轻信商家广告宣
传或带货主播的煽情鼓动，避
免冲动消费、激情消费。同时
在购买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交
易平台，查询经营商家的经营
资格，了解购买商品的真实属
性，要尽量保存好相关交易记
录、宣传记录、服务承诺等内
容，保留销售凭证,避免出现
问题时举证无力。在产生纠纷
后，尝试协商解决，解决不成
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或向消费
者协会进行投诉，市场监管部
门也将全力维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即将到来。今年，中国消费
者协会公布的消费维权年
主题为“守护安全 畅通消
费”。3月10日，郑州市委
宣传部举办“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新闻发布会，
郑州市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提醒市民：“长城宽带问题
多，缴费容易维权难。”

郑州市消协副秘书长
陈晓艳表示，在2020年度，
互联网服务类投诉位居郑
州市消费者协会全年受理
各类投诉中的第三位，其中
涉及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
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以下简
称“长城宽带”）的投诉和咨
询有834件。

消费者对“长城宽带”
反映集中的问题主要有：一
是网络信号差；二是退费时
间长，拖延推诿现象严重；
三是退费计算不合理；四是
在无法保障提供宽带服务
的情况下，继续诱导不知情
消费者缴纳宽带费用。针
对消费者投诉，郑州市消费
者协会多次约谈“长城宽
带”，督促其尽快给予解决，
但截至目前，大量消费者投
诉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

郑州市消费者协会认
为，“长城宽带”公司内部管

理松懈、服务理念不端正、
维护消费者权益意识淡薄、
诚信经营原则弱化，未能尽
到企业应作为维护消费权
益第一责任人的法定责任，
导致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
易权和求偿权受到侵害。
因此，郑州市消费者协会提
醒广大消费者：鉴于目前

“长城宽带”“缴费容易维权
难”，请慎重选择“长城宽
带”服务。

如何选择“靠谱”的宽
带业务？陈晓艳支招：一是
选择要慎重。选择正规、信
誉好、售后服务齐全的通信
运营商办理，不要轻信路边
代理点或街上张贴的小广
告，以及上门推销的宽带业
务。二是注意留存合同和
消费凭据。要签订书面合
同，不要轻易相信口头承
诺。签订合同时要认真阅
读合同条款，缴费后要及时
索要发票，留存相关消费和
交易凭据，尽量避免通过微
信或支付宝将服务费用转
至个人账户。三是依法依
规维权。消费者在遇到纠
纷时，可以采取与经营者协
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
解、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
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规范消防产
品市场秩序，提高消费者的
消防产品质量意识，保障公
共消防安全，3月10日，确
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在靖宇
广场开展消防产品和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此次
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现场
宣传消防知识、解答群众的

消防疑难问题。消防宣传
人员向前来咨询的群众发
放消防宣传资料。通过消
防产品打假宣传活动，扩大
了消防知识辐射面，为消防
产品整治行动提供了良好
的舆论宣传氛围。

（程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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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预付卡常被“卡”
郑州消费投诉大数据出炉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书贞

在过去的一年，咱老百姓在消费生活中“头疼”哪些事？这些事被解决得怎么样？3
月10日，郑州市委宣传部举办“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新闻发布会，发布《2020年
12315投诉举报受理情况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郑州12315
系统受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共计413001件，投诉、举报办结率均超99%，挽回经
济损失金额7254.16万元。

郑州市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长城宽带”问题多
“缴费容易维权难”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书贞

遂平：组织志愿者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为加强志愿者消防宣

传工作，提高广大民众消防
安全意识，近日，遂平县消
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消防
宣传志愿者走进人员密集
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
动。活动中，消防志愿者们
主动向群众发放宣传彩页，
结合火灾事故案例，讲解基

本火灾常识、处置初期火灾
要领、火场自救逃生要诀等
应急处理措施，提醒广大群
众要时刻注意日常生活中
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得
到群众一致好评，为辖区的
安全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张广）

确山开展“3·15”消防产品识别宣传活动

郑州12315系统
去年受理网络购物投诉1.5万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书贞

为切实加强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已
安排部署3 月初，在全市开
展春季大排查、大整治、大
执法、大宣传专项行动。针
对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
点单位、重点设备、重点领
域开展集中治理，排除安全
隐患，保护消费安全。在专
项行动开展期间，广大市
民若发现市场消费领域的
风险隐患，或者对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侵权行为，可以通
过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
诉举报；还可以通过“全国
12315 互 联 网 平 台 ”
（www.12315.cn）进 行 投 诉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