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列报道之八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从湖南保险
业“3·15”诚信维权活动启动仪式上获
悉，省保险行业协会将举办系列活动推
动消费者诚信维权。为优化保险业生态
环境， 监管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综合治理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
市民读者若有保险理赔难或销售误导
方面的遭遇，可以向省保险行业协会投
诉 ， 也 可 拨 打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299、13787127393。

■记者 刘永涛

本报3月15日讯“决不使用非食品
原料，不滥用食品添加剂。”今天上午，省
工商局、省消委、湖南日报联合举行的
3.15“共筑食品安全万里长城”企业诚信
宣誓活动在长沙举行。50余家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负责人向社会承诺并庄严宣
誓，将恪守职业道德，生产经营合格食
品，让消费者放心。

活动现场，省工商局局长李金冬透
露，今年工商系统将开展流通环节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凡发现省内食品企业有
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
剂行为的，一律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凡发现外省食品企
业又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行为的， 禁止其产品在湘流通。

■记者 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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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 近日， 有消费者在
网上爆料，称不少餐厅对于顾客自带酒水
要收取“开瓶费”，餐厅此举立刻引起网友
非议。

记者了解到，有的餐厅由于嫌“开瓶费”
的名声不好，封它一雅号为“酒水服务费”，费
用收取有的按照酒水价格折算，有的按开瓶
数量计算，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

【投诉】开瓶红酒收费100元
网友“丝麦笑”前段时间去长沙鸿铭

中心一家名为“苏菲的店”吃饭，一行5人
自带了红酒。“我请服务员开瓶的时候才
被告知要收取100元的‘开瓶费’”。“丝麦
笑”说，她当时就表达了收取“开瓶费”的
疑惑。店员表示，不论客人是不是会员，都
要收取100元“开瓶费”，除非选择在店里
点酒。“他们店的酒最便宜也要200多块，
还不如我自带的酒好， 无奈只好交了100
块。”“丝麦笑”表示。

同样被收取“开瓶费”的还有网友“-浅
笑无痕Q”。他当时是在长沙57℃湘餐厅吃
饭，“虽然允许客人自带酒水， 但是红酒
‘开瓶费’按人头计算，每人6元。”

【店家】都自带酒水还怎么做生意？
记者随后采访了“苏菲的店”的傅经

理，她对消费者的投诉显得有些委屈。“长
沙任何一家酒店、餐厅都标示不允许客人
自带酒水，我是商人做生意的，如果客人
都自带酒水过来消费，那我还怎么做生意
呢？”傅经理强调，餐厅每瓶酒收取的100
元不是“开瓶费”，而是“酒水服务费”。“这
100元只是服务费，毕竟杯子是水晶杯，我
们的店员也提供了服务。”

57℃湘餐厅负责人表示，他们也不允
许自带酒水，客人执意要带的话也只能收
取“开瓶费”。

【调查】长沙餐厅未大规模收取
记者走访发现， 长沙的大部分普通

中、西餐厅都允许客人自带酒水，也不收
取“开瓶费”或“服务费”。不过有的酒店餐

厅则看条件收取， 如芙蓉华天大酒店就是
要看消费者以怎样的形式用餐，如果是会
议餐或工作餐不会收取服务费，如是婚宴
或大型宴会则需收取一定服务费。

【省消委】消费者要敢于主动维权
对此现象，湖南消费者委员会负责人

表示无奈，“因为并没有任何法律说明禁
止收取‘开瓶费’。”

该负责人介绍， 目前长沙各餐厅、酒
店收取“开瓶费”的现象已有很大好转，但
还是有餐厅不听劝告，执意要收费。消费
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酒
店强收“开瓶费”或“谢绝自带酒水”，实际
上是强迫消费者接受服务和商品， 属于
“霸王条款”，是违法行为。

“还要靠消费者自己维权。”该负责人
表示，“消费者在遇到不合理收费及一些
霸王条款时，要敢于拒付、举报、投诉甚至
是起诉。” ■记者 彭可心

本报3月15日讯 刚买的电脑不到一
个星期硬盘就坏了，商家还不认账，如果
是你遇到这种事，恼不恼火？

长沙市民李先生日前就遇到了这样
的烦心事。今天上午，在省工商局、省消
委、湖南日报共同主办的“3·15”消费者权
益保护活动现场，李先生气愤地向省工商
局工作人员诉说了这一遭遇。在详细了解
相关情况后，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马上处理”。

今天的投诉现场，省工商局共接受申
诉9起，投诉6起，咨询236起，主要涉及电
信服务、保健品的虚假宣传、家电的售后
服务。

对此，省工商局局长李金冬表示：“对
于消费者投诉的问题，城区范围的要半小
时之内到达现场，第一时间督查相关部门
进行调查，尽快给予答复，对于关系老百
姓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投诉，将启动快速
处理程序，限时办结。”

【消费者】电脑刚买6天硬盘就坏了
今年3月3日，李先生到长沙朝阳路数

码步行街的宏基专卖店买了一台笔记本
电脑。 没想到3月9日电脑就突然黑屏了。

“才买6天，怎么就出问题了？”李先生赶紧
带着电脑找到商家，“可商家没说让我退
货，而是将我推到售后，说先去那看看。”
无奈之下，李先生只好去找售后，“售后让
我先放着，第二天取。”

3月10日早上9点， 李先生来到售后，
售后人员告诉李先生说“硬盘坏了，给换
了个新的”，并让李先生签字。没细想的李
先生就签了字取走了电脑。事后他越想越
不对劲，仔细一看售后承诺书，发现上面
写明了“硬件问题，7天内可退货”。

“这就表明， 商家应该给我退货或者
换新， 而且售后换硬盘并未征得我的同
意。” 李先生赶紧找到商家， 商家却推脱
“这是已经换过硬盘的电脑， 要退也需要
装上原来的硬盘。”

李先生赶紧跑到售后，想拿回原来的
硬盘。没想到问题又来了。“售后说硬盘
已经没有了，我3个小时前才拿走电脑，硬
盘怎么就不见了呢？”李先生很郁闷，随后
商家也便以“原装的硬盘不见”为由，拒绝
退货。

【工商】是商家的问题，会马上处理
接到李先生的投诉后，省工商局相关

工作人员赶紧记录在案。
“按照售后条例来说，7天内电脑坏了，

商家都该无条件退货，现在一再推诿，这应
该是商家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并立
即将该投诉转交给商家所在地的芙蓉区工
商分局，“一定会马上处理”。 ■记者刘玲玲

自带酒水要收开瓶费?请大胆说“不”

2012年1月28日，温州泰顺县齐先
生到当地一家会所消费， 自带的16瓶
酒水被要求付1600元的“开瓶费”。他
向当地12315和消保委投诉后，经过大
半个月的调解，会所把这笔“开瓶费”
全部退还给了齐先生。

相关案例

保险理赔难，我们帮你

今年工商将严查
食品安全违法违规

本报3月15日讯 3月15日，邵东县佘
田桥工商所集中销毁183件假“泸州老
窖”及其它过期食品，该所副所长刘波介
绍，这批白酒是用酒精勾兑，从酒瓶上来
看，仿真程度非常的高，因查获及时才没
有流向市场。 ■记者 赵伟 通讯员 刘波

销毁183件假“泸州老窖”

电脑买了6天就坏，商家只修不退

案例

提醒

购买电脑应注意

网友“丝麦笑”义正言辞地表示，
这是强制性收费，只是开个瓶子、提供
两个杯子，这是餐厅本应提供的服务。

市民李健说，本来去饭店消费，在
菜价上商家就很有赚头。

市民陈述也感叹，所谓“开瓶费”，
不过是限制顾客自带酒水的手段。

开瓶是餐厅本应做的服务

首先，消费者在购买电脑
时，应仔细查验电脑的各
项配置是否与说明书
所称一致。购买电脑
后，要保存好购物发
票、保修卡等购物凭
证。应看清保修的内
容及保修的时间。7
天内出现质量问题可
选择退货、 换货或者修

理。15天内发生性能故
障可选择换货或者修理。保
修期内二次维修仍不能正

常使用的可要求更
换或者退货， 随机
一起赠送的计算机
配件也实行三包。

其次，凡发生因维修方自身原
因超期修理的情况， 消费者

有权要求换货。 另外，如
果商家确实存在欺骗行
为，消费者有权要求增
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一倍。过了保修期，可以拨

打厂家售后服务电话进行
申报维修。修理后的产品要能够
正常使用30天以上。

工商部门表示，如果
商家或者是售后不能按
照其承诺提供服务时，消
费者可拨打12315投诉。

随着电脑的普及，电脑售后方面的投诉越来越多。
工商部门特别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使用电脑的过程中要注意几点。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