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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系列发布之在线预订3·15系列发布之预付消费

办卡时被“迷之优惠”力度所
吸引，办完之后“幡然醒悟”想退
卡，却面临着违约金、转卡费等诸
多问题。预付消费在为消费者带来
便利的同时，其消费风险大、有效
监管难等问题正日益突出。

【案例回顾】
1.要求成都易行商旅退回办卡

充值款：2018年9月13日，陆先生在
天津滨海机场候机办理了一张易
行商旅VIP卡，工作人员称，此卡充
1500元送500元， 只要会员卡不消
费， 随时都可以全额退款。12月30
日，陆先生在用卡时发现，实际情
况与推销人员介绍不符，他联系易
行商旅客服电话，客服却称，会员
卡不能退。

后续：近日，陆先生告诉记者，
他在网上发帖后，又向成都市消费
者协会投诉，最终，成都易行商旅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给他办理了全
额退款。

2.快乐游采取欺骗消费者的方
式办卡：2017年年底， 长沙的谭先
生从海口回长沙，在机场支付1498
元办了一张快乐游VIP卡， 销售人
员告诉他，凭卡可无限期享受贵宾
室休息及贵宾安检通道。2018年12

月，谭先生出差去厦门，却发现VIP
卡被冻结，联系客服才得知，该服
务有效期仅一年。

后续：近日，记者联系到了谭
先生， 他称，“已不会再用这张卡
了，卡内还有近1000元，通过VIP卡
订票每次只能扣几十元，还得额外
支付手续费，”谭先生表示，自己也
不想去维权了，以后不会再办这种
卡了。

【维权建议】
经盘点发现，机票VIP卡预付消

费领域的投诉内容大同小异， 商旅
公司的推销方式和手法高度雷同，
大多数消费者的诉求就是“退卡退
款”。据《湘问·投诉直通车》数据统
计，有69.5%的消费者通过平台发帖
投诉后，问题获得了解决。建议消费
者，在机票VIP卡预付消费时，必须
先签协议后付款， 对于商家给予的
口头承诺等不能轻易相信。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健表示，商旅公司推销人员如果刻
意隐瞒消费的限制条件，没有全面给
消费者进行介绍，则涉嫌侵犯消费者
知情权，消费者有权向工商消协等部
门予以投诉， 要求予以解除合同、退
还款项。 ■华声在线 供稿

“谁动了我的奶酪?”面对飞
猪、 途牛高额退改签手续费，美
团酒店、猫眼电影概不退换“霸
王条款”，智行、铁友车票加速包
和意外险“搭车收费”，消费者不
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业内人士指
出，退改签乱象、能订不能退“陷
阱”、加速包“搭车收费”，源于行
业标准缺失、 法律监管存在盲
区。

【问题吐槽】
1. 预定后不可取消更改：在

众多提供在线预定服务的平台
查询可发现，多数商家将订单设
置为不可取消更改，且部分平台
“不可取消更改”的提醒标识设置
较为隐蔽，容易误导消费者。

2.高额手续费：有些商家将订
单设置成可在一定时间内取消，但
要收取高额费用，有网友反映短短
几分钟， 就被扣除了69%的费用。
在机票退订上，不少商家无视航空
公司的规定，乱收退改签费。

3.强制捆绑搭售：默认勾选
“加速包”、捆绑搭售、隐藏消费等
是网友吐槽较多的问题。 利用界
面设置或隐藏说明信息或特价
优惠活动等手段，诱导消费者购

买，当网友要求退票退款时，这些
增值服务却不退款。

4.虚假宣传：商家为吸引消
费者不惜夸大、隐瞒、捏造虚假信
息，平台视而不见、敷衍了事。造
成酒店以次充好， 页面显示距离
与实际不符，特价机票、门票不退
不换、捆绑销售、临时加价等问题
频发。

【点评】
在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8年Q3全国生活服务电商
TOP20消费评级榜》中，飞猪、猫
眼、大麦网、途牛等11家平台因
用户满意度较低，被列入“不建议
下单”名单。

随着民航局《关于改进民航
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 的出台，
《电商法》的正式施行，消费者维
护自身权益有了更多的法律支
撑。李健律师建议，如遭遇类似情
况， 消费者可以向商家所在地工
商部门及消协进行投诉， 或是直
接提起民事诉讼予以维权。同时，
平台商家也应当优化消费者退费
渠道，降低消费者退票成本，这样
才能赢得更多市场口碑。

■华声在线 供稿

据湖南日报中央厨房舆
情大数据监测显示，预付消费
投诉集中在机票VIP卡领域。
2018年全年，《湘问·投诉直通
车》 平台涉及机票VIP卡预付
消费领域的投诉约1547条，有
992条帖子提出“退卡退款”诉
求，其中“欺骗消费”“虚假宣
传” 成为网友投诉的高频词。
“易行商旅”“德人易行”“怡兴
商旅”的投诉量位居前列。

别让预付“卡”权益 网络预订当心套路

通过梳理《湘问·投诉直
通车》2018年度数据发现，涉
及在线预定服务及退费问题
的投诉1300余条，其中“预定
不可取消更改”“高额手续费
用”“默认勾选加速包” 等问
题网友吐槽最多。 在涉诉的
多家平台中， 智行APP的有
效投诉量位居榜首，“自动购
买加速包”和“退票不退费”
的问题成为网友主要吐槽的
点， 飞猪网在订酒店方面被
投诉预订后不可取消， 美团
订酒店和买电影票不能退的
问题屡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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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精”顾客有点“刁”？长沙美莱医
疗美容医院却欢迎你来。第37个国际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 长沙美莱全
省招募10名“杠精”品质体验官，组建

“杠精小分队”于3月15日当天入院体验
人气项目，参观医疗流程，共同监督医美
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招募品质体验官为医院的品质与服
务“找茬”，在长沙美莱不是第一次，早在
2017年就开始了。“自己看不到的问题，
当然要请消费者来看。” 医院好不好？自
己说了不算， 医务总院长唐国茂先生表
示，长沙美莱一直致力于“用品质赢得消
费者的信任与认可”，近年来更是从多个
角度入手，全力提升医院的品质与服务，
争创5A级医疗美容机构。

■记者 李琪

争创5A级医美机构，请你来“找茬”
“自己看不到的问题，请消费者来看” 长沙美莱招募10名“杠精”品质体验官

以行业最高标准作为医院
的奋斗目标，一直是长沙美莱的
“风格”。2015年9月起， 该院就
成为中南首家全面导入JCI国际
医疗卫生认证管理体系的医美
机构。该标准以其科学性、严谨
性为全世界所公认，是全球范围
内验证医疗机构质量的“金标
准”， 代表了医院服务和医院管
理的最高水平。

“目前，我们已经申评5A级
医疗美容机构。” 唐国茂介绍，
2017年开始， 受国家卫生行政
部门的委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制定了“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
准”。这个分级标准实行千分制，
得分达到950分的为5A级，900
至950分的为4A级，800至900
分的为3A级。

据介绍，这个评级项目非常
精细， 从医院内部规范管理、保
障患者安全、 临床技术力量、医
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水平等方
面有着非常严苛的标准。 目前，
湖南还没有医疗美容机构申评
到5A级。

“我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
美莱一定能申评5A级，为湖南的
求美者们带来更好的医美体验
和医美效果。”唐国茂坚定地说。

学习微整形五天速成、
电焊工操作整形手术……近
几年来， 中国整形美容消费
井喷式发展。 但这个行业看
似繁荣的背后， 实则鱼龙混
杂， 消费者对行业的信任程
度不断降低。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
面？相关专家分析，人才是制
约整形美容产业的原因之
一。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每
百万人拥有的整形医生仅为
2.2人，远远低于韩国(43人)和
美国(20.3人)。

而正是医生少， 市场需
求大的现状，“滋生” 了一些
非法的医疗美容行为， 导致
消费者健康受危害， 而医疗
美容行业的信誉也受损。

“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我
们医院一直在努力。”唐国茂
介绍，近年来，医院采用“走
出去、请进来”双管齐下的方
式，来增进医院的业务能力。
非手术中心二科刘翔院长前
往日本留学、 非手术中心三
科尹敏院长前往日本留学、
整形一科技术院长潘卫峰前
往新加坡留学……医院承担
相关的费用， 将科室带头人
送往国外顶尖的医院进修培

养， 学习专业领域的前沿动
态，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此外，医院每年还会不定
期地邀请行业内的顶尖专家，
到长沙来坐诊。牛永敢就是医
院经常“请进来”的专家之一，
他从事整形美容临床工作近
20年，打造了数万例鼻部整形
案例，美鼻技术蜚声国际。“这
样的专家来坐诊，不但让本院
的医护人员学习知识，也为长
沙的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求美
机会。”唐国茂表示。

在医院人才培养的同时，
长沙美莱还整合集团全球专
家资源， 汇聚了国内二十余
位权威专家，韩国、泰国、美
国、日本等大批医美专家，组
建了一支医美技术团队，夯
实“全球医美品质专家”的行
业品牌定位。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团队，
长沙美莱更加奠定了在湖南
医美市场的地位。自2016年开
始， 美莱已经连续承办4届湖
南省整形与美容学术年会。这
个年会作为中南地区历年来
规模较大的快速医美学术峰
会，是湖南省医学美容专业有
史以来参与度较高、代表性较
广泛的高规格学术交流大会。

【业务】
本院医生走出去，专家请进来

细节控、“杠精”本精、爱挑三
拣四、能怼天怼地……在医院日前
发布的招募榜上，长沙美莱对本次
“品质体验官”的要求，非常特别。

该院市场部相关负责人刘岩
介绍，举办这一次的活动，就是希
望体验官们可以戴上“有色”眼镜，
审视医院里面的基础设施环境和
医疗环境，并发挥“杠精本精”的特
质， 在体验流程中对医院服务、医
护人员、治疗操作等提出意见。

“我们还欢迎这些品质体验

官，对于一些医美行业的问题进行
揭秘。”刘岩举例说明，有的求美者
在注射玻尿酸时遇到假玻尿酸，美
莱的专家可以针对这个问题，教消
费者去分辨真假玻尿酸。

刘岩坦言，国内的医疗美容行
业虽然正在迅速发展，但要确保这
个行业的“健康”，医疗美容机构在
进行规范化管理时，执业的自律也
不可缺少。医院便是通过与消费者
互动的方式， 将内部管理更加规
范，力求将服务做到极致。

【服务】“杠精小分队”入院“找茬”揭秘

【目标】
高标准严苛发展
争创5A级医美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