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注

3

2019 年 3 月 15 日
责任编辑：
李姝娜

电子排版：
程胜男

电话：
69176222

消费者维权请绕开这些新陷阱
当下消费领域新模式、新业态层出
不穷，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
权？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
特通过实际案例，为消费者绕开“新陷
阱”支招。
▶陷阱一：卡内余额高于单程
最高票价才能乘地铁
如果地铁卡里还剩 7 元，坐一
趟 地 铁 最 低 只 需 2 元 ，你 能 坐 几
次？答案曾是
“一次也坐不成”
——
因所持交通卡储值金额低于单程最
高票价，苏州大学法律专业女生小
吴两次乘坐地铁时被拒于闸门之
外。小吴和同学为此调查了北京、
天津等 16 个城市的地铁，
发现大部
分城市按照单程最低票价进站原则
运营，而苏州却是按单程最高票价
对乘客进站加以限制，小吴遂将苏
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告上法
院。去年年底，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需按
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修改相关
规定。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友根
说，公共服务部门与相关企业应依
据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面
梳理与反思既有业务规则，以尊重
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原则，改变管
理者本位的观念与做法，真正提升
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
“ 对于提起
此类诉讼以维护公众利益的消费
者，全社会应给予广泛支持与鼓
励。”

▶陷阱二：
快递公司单方设定最高赔偿额

去年 4 月，尤某委托建达公司将两只玻璃展柜运送至广东省
佛山市某镇。建达公司收取 600 元包装运输费后，所开具运单背面的契约条款提
示：未保价货物若发生损坏，最高赔偿金额为 500 元。尤某未对快递物进行保价且未在寄件人签
名处签名。而收货人接收货物时发现展柜损坏，拒绝签收。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尤某起诉要求建达公
司赔偿快递物损失费 5000 余元，
获得法院支持。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快递企业为减轻自身责任，常在运单背后载明免除自身责
任的格式条款，但此类免责条款并不当然地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并对消费者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
中，快递运单寄件人处无人签名，被告建达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将保价条款向
尤某提示阅读，
故该保价条款不能作为合同的内容，
应认定无效。

▶陷阱三：
商家将旧车当新车卖
泰兴的唐先生从宝华公司购买了一辆汽
车，谁料“新车”才开一个多月就发生交通事
故。车辆修理过程中，唐先生意外发现，该车
前后保险杠均有维修过的痕迹，遂向法院起诉
索赔。法院认定宝华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判
其赔偿原告 3 倍购车款共计 27 万元。
李友根说，本案涉及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
针对欺诈与隐瞒信息范围的关系所存在分歧，
“以汽车销售领域为例，对经营者隐瞒汽车的
交易信息、微小维修信息等是否构成欺诈、进
而适用惩罚性赔偿，各地法院有不同的理解与
裁判。”他说，判断某类信息是否应当告知消费
者，应以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理解、认识与要求
为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第 1 款所规
定的“欺诈”，包括所有能够影响交易决策或交
易条件的信息，此类重要信息应属于经营者有
义务告知的内容。

▶陷阱五：
商家规定
“预付卡刷过后概不退款”
2017 年 7 月 24 日，市民史某到某健身公司花近 4000 元办理了一张瑜
伽会员卡。按照该会员卡办理规定，史某享有一年内无限次瑜伽课程学习
资格，但会员卡刷卡之后不能退款。办卡后第三天，史某因个人原因提出
退卡申请，要求返还会员费。健身公司认为，史某已刷卡上过课，根据办卡
协议不能退还会员费。史某遂向法院起诉，
获得法院支持。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眭鸿明指出，商家以“一经售出概不退款”或
“一经消费概不退款”为由拒绝退费，其实这些条款属于免除商家责任、排
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有违公平原则，属无效条款。消费者遇到
类似情况，
应采取合法、
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陷阱四：
“名校包过班”
只提供培训服务
2016 年 2 月，王某与某培训中心签订了
一份该培训中心提供的《名校包过班入学协
议》，其内容为：我们的辅导确保让你的孩子顺利进
入名校！如有不通过，全额退款！金额 2.2 万余元。王
某交纳这笔培训费后，孩子王某某便在该培训中心参加培
训。2017 年 7 月，王某某参加某实验中学的小升初自主招生
考试，因分数不够未被录取。王某认为培训中心应退还所有
培训费，该培训中心则称，
“ 包过班”仅是一个培训班的称谓，
其已提供培训服务，不同意退款。王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全
额退款，
获得法院支持。
该案承办法官认为，本案中王某与某培训中心签订
的是“包过班”协议，其孩子未通过名校升学考试，即
意味着某培训中心未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
按照协议约定，某培训中心应当退还培
训费用。
（摘自《新华日报》
）

网购遇纠纷消费者怎样维权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人现在选择在网上购物，各大电商以及网购平台纷纷推出定金翻倍、购物津贴、抽奖等措施，吸引消费者购物。与此同时，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不断增加，消费
者可能遇到产品质量不合格、
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商品、
价格欺诈等问题。

网购松木床质量不合格
卖家承担违约责任

网购数码商品未经 3C 认证
消费者获三倍赔偿

●案例回放
洪女士在某家具网店购买了一张价值 628 元的松木
床和一个价值 345 元的床垫。在组装过程中，她发现床
部件变形，
经沟通协商，
网店退还洪女士 230 元。后洪女
士将松木床送至国家家居及室内环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委托检验，
支付鉴定费 400 元，
检验报告判定该产品不合
格。于是，
洪女士将网店经营者诉至法院，
要求网店退还
剩余货款 743 元，并承担 400 元鉴定费。最终，法院判决
解除双方之间的松木床买卖合同，
家具网店退还洪女士
剩余价款398元以及鉴定费400元，
洪女士退还松木床。
●法律提示
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商品，
已经与卖方之间形成
买卖合同关系，
合同生效后，
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
自的义务，
买方应该及时支付价款，
卖方应该按照约定交付
货物。卖方交付的货物应该与订单中描述的商品信息相
符，若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卖方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
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同时，因卖方违约致使双方之间的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时，买方可申请解除买卖合同，进而要
求卖方退还价款。
本案中，洪女士支付价款，家具网店理应交付质量
合格的产品，但涉诉松木床属不合格产品，家具网店的
行为属于严重违约。对于涉案床垫，洪女士并无证据
证明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法院对床垫退货退款
345 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回放
赵先生在某购物平台的数码专营
店网购了一个移动视频盒。收货后，
他按照包装上印制的制造商和生产商
公司信息进行查询，均查不到该商品
的 3C 认证证书。赵先生认为，数码专
营店在网站上大肆销售涉案商品，让
人误以为该产品通过 3C 认证，该行为
构成欺诈。因此，他将数码专营店诉
至法院，要求退还价款并支付三倍赔
偿金。数码专营店认为，供应商称涉
案产品不需要 3C 认证。最终，法院判
决支持了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律提示
3C 认证涉及产品的安全性等因
素，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具有重大影
响。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第二条规定：为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
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全、保护
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国家
规定的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以下
简称强制性产品认证），并标注认证标
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
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因此，需要进行
3C 认证的产品，只有在经过认证且标
注认证标志后才能出厂销售，即消费
者有理由相信在售产品已经经过 3C

认证。销售者有义务对所出售产品是
否经过认证进行审核，进而向消费者
做出真实的说明。
在本案中，数码专营店销售的涉
案产品尚未取得 3C 认证，但未向消费
者明示，误导了消费者，构成法律规定
的欺诈，因此法院判决数码专营店向
赵先生退还价款并支付三倍赔偿金。
网购商品良莠不齐，消费者在收
货后可以通过检查外观、查询 3C 认证
证书等方式对所购商品进行初步检
验。如果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可以通

过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或者检测机
构进行检测。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
者与网站宣传页面描述不符，消费者
可以要求销售者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若因销售者违约致使双方之间的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时，消费者可以申请解
除买卖合同，进而要求销售者退还价
款。在构成欺诈情形下，消费者可要
求销售者支付三倍赔偿金。
（张丽婷/
文 作者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摘自《北京日报》）

3·15，大东有话对您说
今天是“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
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区融媒体中心
特别邀请了延庆区消费者协会主任陈义东
来为消费者普及消费维权知识，帮助消费
者解答日常消费中的各类问题。
问：今年 3·15 的主题是什么?
? 答：今年中消协定的主题是“信用让消
费更放心”。
问：为什么会定这样一个主题呢？
? 答：第一是广泛征集消费者心中的主
题，看看广大群众有什么需求和反应，第二
是信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至关重要，在某
些领域信用需要加强和完善，如果信用体
系建立不好，对广大的消费者会有权益的

向霸道 APP 维权
需要法律先确权

损害。
? 问：现在随着大家维权意识的提高，是
不是信用已经在法律层面得以体现？
答：从消协的角度来说，将来的信用体
系建设，包括黑名单的公布，都是信用体系
的一个完善，通过这种信用体系的完善，营
造放心的消费环境，对广大消费者会越来
越有利，老百姓买东西会放心，经营者的经
营会更规范，
让全社会的参与度提高。
? 问：延庆 3·15 宣传月宣传活动是如何
安排的？
答：我们每年基本上从过完年就开始
策划 3·15 活动，从 3 月初开始进行消费维
权知识宣传，
持续时间为一个月。
? 问：在延庆有很多关于 3·15 的活动，
有主会场和分会场的活动，今年主会场的
活动在哪里举办？又有什么样的内容？
答：今年还是在环球新意购物中心举
办，我们以“百家商户助力世园、信用让消
费更放心”为主题进行消费宣传活动，各部
门联合行动，共同宣传各部门的职能，让更
多的消费者知道，如果在某一领域的权益
受到侵害，应该找哪个部门去维护自己的
权益。
? 问：我们 3·15 的活动很多，除了在城

区举办活动，
还会在哪里举办活动呢？
答：因为延庆农村人口居多，所以我
们把重心往农村下沉，在各村举行宣传活
动，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进行不同内容的
宣传。比如在农村，我们会根据农村领域
的消费现象，提示农村的消费者怎样避免
在消费中上当受骗。而在社区，我们会根
据社区群众消费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教育。
我们分会场如何做好宣传教育？
? 问：
答：我们分会场的活动走到了大家面
前，和大家面对面地去解决我们的消费问
题，为大家的消费行为作出警示，同时，以
普及为主，让消费者的维权渠道更畅通，通
过宣传教育让消费者避免在消费过程中上
当受骗，提前预防比事后维权要好得多。
我们在宣传消费教育的同时，还要征求消
费者的意见，会问消费者在消费领域当中
遇到什么问题，总结延庆地区的一些消费
问题。
? 问：在过去一年里，消协受理了多少件
投诉？
答：2018 年，区消协受理了 217 件投
诉，
接待消费者咨询 1388 人次。
? 问：在过去一年里，消协受理投诉量最

大的投诉是哪一类?
答：2018 年，区消协受理投诉量最大
的是服务类的投诉，消费者已经从商品本
身上升到一个服务的层面，有一部分商家
对消费者的服务做得不到位，甚至是故意
在挖坑，消费者就会受到困扰。这就是为
什么说要讲信用，作为经营者如果不讲信
用，就会让广大的消费者吃亏上当，如果不
给你票据，就会让消费者投诉无门，让消费
者没有办法正常维权。
? 问：这几年来消费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是什么？
答：是关于保健品的投诉。有些不法
经营者在宣传保健品的时候夸大其词，甚
至欺诈，让很多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
蒙蔽了双眼，
上当受骗。
? 问：
您最想对消费者说些什么？
答：作为消费者，一定要理性消费，多
比较、多考虑，在买之前多问问身边至亲至
爱的人。在选择商家时，一定要找信用好
的商家，这样，如果出现问题，也比较好解
决。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消费问题，
或者有什么消费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
消协的热线电话 69187315 进行咨询。
文字整理：
渠晨

注册账号很容易，可想要注销却难上加难；不
开通信息授权，软件无法正常使用……目前，一些
网络运营商频频越权，想尽办法搜集用户更多信
息，甚至有用户在经过手机号验证、实名信息验证、
人脸验证等层层关卡之后，仍未能成功清除平台之
上的“电子痕迹”。
APP 对用户如此难以割舍，单方面强行索要和
保存用户的个人信息，明显不是出于“深情厚谊”，
而是那些用户数据对它具有商业价值。当今，大数
据浪潮席卷全球，许多企业将之视为至关重要的竞
争力。据《福布斯》杂志报道，采用大数据、云计算
和移动战略的企业发展状况要领先同行 53%。于
是，不管眼前有没有想到应用之法，几乎所有企业
对待用户数据的态度都如出一辙:能取尽取。只要
使用 APP，哪怕一丁点儿服务，就把身份证号、手机
号甚至相册、通讯录等资料全部搜刮一遍。
问题是，APP 制定的“游戏规则”合理么？很显
然，当我们使用 APP 时，并不真正需要用到它所要求
的全部数据。比如，音乐类 APP，能够提供好音乐即
可，何需位置信息、电话、相机权限；视频类 APP，能
够提供影视资源即可，拿用户手机号何用……更令
人气愤的是，只要用户拒绝提供隐私，就别想使用该
APP。正是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才导致了用户们以
个人隐私交换服务的无奈之举。
一起起因信息泄露而起的恶性事件，让全社会
隐私保护的共识愈发强烈。只是，至今还缺少一个
真正全面翔实、条款清楚、界限分明的管理办法。
国家网信办 2016 年曾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未向用户明示并经
用户同意，不得开启收集地理位置、读取通讯录、使
用摄像头、启用录音等功能。至于“被迫”同意的情
况，似乎还管不着。也正是这种制度缺陷，让网络
运营者可以“耍流氓”，广大用户想维权又无依据，
相关部门要严惩更没凭证。顺着这个逻辑来看，保
护用户隐私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制定一个面面俱到
的“游戏规则”。针对不同类别的 APP，明确用户信
息中哪些是合理获取、哪些是不宜获取、哪些是禁
止获取。唯有将规则制定得更加细致入微，才能守
护好已经稀缺的安全感。
互联网的世界再自由，也没有人愿意在里头裸
奔，更没有人愿意踪迹完全被别人掌握。对于“电
子足迹”，欧盟早在 1995 年就在数据保护法律中提
出“被遗忘权”，美国加州的“橡皮擦法”也于 2015
年生效，要求社交网络公司允许未成年人“擦掉”自
己的上网痕迹。中国作为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不
应该落于人后，互联网的发展同样需要以保护网民
的权利为前提。保护网民隐私，不妨就从可以选择
让网络世界遗忘我们开始。
（摘自《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