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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老板携款跑路，卖场要担责吗
8名消费者欲联名状告“好百年” 律师：卖场有监管义务
“商铺跑路，卖场也不愿承担责任。”近日，市民
高女士向本报投诉称， 自己在长沙好百年家居一
家商铺交付了17880元货款。 只送了少部分家具
后，商户竟失联了。“现在统计到的有8个客户被卷
■记者 张浩
走货款，损失金额54680元。”

【投诉】

交了钱没收到货，商户跑路

高女士2017年4月在长沙
好百年家居的一家商铺购买家
具，花费了17880元。当时，商铺
只送了沙发、茶几、椅子等几样
家具，价值大约八千元，尚欠的
家具价值接近一万元。 原本等
着余下的家具送货， 没想到却
得到了“商户跑路”的消息。
和高女士一样，其他7位消
费者也在该商铺购买了家具。
几乎同一时间， 他们得知家具
商户失联，
“
人找不到，电话也不
通，好百年家居也不愿负责。”
“卖场说我们的单据是商
铺开的， 并不是好百年统一的
单据，是
‘
私单’。”高女士说，
“当
时交货款时是按商户要求开的，

【卖场】

商户也欠了卖场租金

“其实卖场也是受害者。”
长沙好百年家居负责人刘芹告
诉记者， 夏清的确是好百年家
居的商户，“但是她也欠了卖场
一大笔租金。”刘芹称，事发后卖
场已经将夏清起诉到了法院。
根据刘芹向记者提供的一
份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显
示，2018年2月6日， 芙蓉区人
民法院已对长沙好百年家居有

【律师】

作为消费者怎么可能分辨？”
得知商户失联之后， 高女
士等人先后多次与好百年家居
协商，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
8名受害人向记者透露，跑
路的商户业主名叫夏清， 先后
以“利亚斯”与“卡乐斯”专卖店
的名义进驻卖场，“事实上，这
两家店并未在工商部门登记。”
另一名受害人龚女士告诉
记者，夏清拿到货款后，并未交
予厂家下单， 致使约定日期无
法交货。“到了交货的日期，她
先是以各种理由搪塞。”龚女士
说， 直到今年2月5日自己来到
商铺时才发现， 夏清的电话再
也打不通了。

限公司与夏清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决定立案受理。
“卖场到处都贴了告示，要
求消费者把货款交到统一的收
银处。”刘芹透露，但往往会有
商户为了尽快拿到货款， 怂恿
消费者把货款直接交给他们。
刘芹称， 事发后好百年也
与消费者进行了协商， 并协助
消费者依法维权。

去年零售电商投诉超六成，成重灾区
本报3月15日讯 电商行业
快速发展，消费者在享受福利的
同时也被各类消费陷阱、消费纠
纷困扰。今天，国内电商智库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了《2017年
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
诉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
电商投诉同比增近五成，创历史
新高，其中零售电商类投诉占全
部投诉的60.59%， 比例最高，跨
境电商投诉占比为12.89%，同比
增长1.37%。 湖南在全国热点电
子商务投诉地区中排名第十二。
据“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
平台” 大数据显示，2017年通过

在线递交、电话、邮件、微信、微
博等多种投诉渠道受理的投诉
案件数同比增长48.02%。 其中，
零售电商类投诉占全部投诉的
60.59%，比例最高，为投诉“重灾
区”， 投诉占比同比增长7.91%。
在生活服务电商领域， 打车、租
车、餐饮、在线旅游等消费纠纷
多，但投诉占比同比去年同期的
21.19%下降7.72%； 随着校园贷
等监管加强，互联网金融类投诉
占比相比去年同期的7.62%下降
3.89%，呈逐年下降趋势；物流快
递投诉占比同比去年的3.11%下
降1.62%。

12315微信小程序全新升级

好百年家居有监管义务

“夏清长期无照经营，卖场
是否知情？”“既然卖场要求统
一收银， 夏清为何私下收货
款？”高女士称，好百年作为卖
场，存在着管理漏洞。目前她与
另外7名受害人正在收集证据，
准备将好百年告上法庭。
湖南中奕律师事务所律师
邹东腾介绍， 消费者在商铺付
费购买家具， 而商铺尚未交付
家具就已撤离，显然构成违约。
邹东腾建议， 消费者可向好百

3月15日，龚女士向记者展示部分证据和诉讼资料。 记者 张浩 摄

年家居查明经营者信息， 或向
公安机关报案， 或直接向法院
提起诉讼。
邹东腾表示， 好百年家居
作为经营管理者， 首先负有监
管义务， 应当核验承租者的营
业执照、许可证件等资料，并应
当向查询场内经营者、 承租者
情况的消费者提供上述真实信
息。 如果因为商家跑路造成消
费者损害的， 好百年应当给予
消费者合理的赔偿。

本 报 3 月 15 日 讯 今 天 是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全
国工商总局全新升级的12315
微信小程序也正式上线。 作为
“互联网+政务服务” 能力的具
体举措，12315微信小程序此次
升级带来了新亮点： 进一步扩
充了登录渠道， 引入了在线纠
纷解决机制， 丰富了电子地图
功能和智能辅助功能。
首先， 消费者将享有更丰
富的登录12315的途径。消费者
可以通过12315微信小程序、微

信公众号、微信城市服务、手机
APP或www.12315.cn网站，快
速登录获取12315服务。
其次， 当发现不良商家的
违法违规行为时， 消费者可随
时 随 地 打 开 12315 微 信 小 程
序 ， 通 过 新 上 线 的“消 费 纠 纷
在线解决”功能对商家进行投
诉或举报，商家将在十个工作
日与消费者积极协商和解。双
方和解不成的，消费者还可以
选择继续向工商和市场监管部
■记者 杨田风
门投诉。

互动
如果，你在消费中发现
“
黑现象”、
潜规则，请告诉我们；如果，你在消费过
程中遇到质量、服务等问题，或者碰到
不良商家， 各种推诿不愿承担责任， 消
费权益得不到保障， 不管哪个行业，请
告诉我们，我们帮你维权。请记住我们
的联系方式：
热线：0731-84326110
微博：三湘都市报
微信：三湘都市报微信公众
号（ID:sxdsb9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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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 今日，是
第36个消费者权益日， 今年消
费维权年主题为“品质消费·美
好生活”。今日上午，长沙市工
商局开福分局在辖区重点商业
区设立消费者关心关注的消费
维权咨询台，现场接待咨询、投
诉，并发布消费警示。
记者了解到， 今年以来长
沙市工商局开福分局通过

12315 平 台 、44 家 消 费 维 权 服
务站、61家“一会两站”受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687件，办结594
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9.7万元。
当日上午，开福工商21个消
费维权咨询台， 现场共接待咨询
500人次，接受投诉27个，当场处
理12个，发布消费警示130条。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匡年丰

越来越多的人海淘，但消费
投诉也随之上升。 报告显示，跨
境电商网购投诉占网络消费整
体 投 诉 的 12.89% ， 同 比 增 长
1.37%。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对1312
位跨境网购用户进行了调研，结
果显示， 疑似售假问题突出、退
换货难解决、 霸王条款严重、物
流短板凸显、 信息安全问题频
出、信用问题严重、商品标准难
统一、假票据投诉多、消费者教
育欠缺、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是跨
境网购消费的十大“陷阱”。
■记者 杨田风

你家的茅台是真的吗？
快来鉴定下吧
本报3月15日讯 “你这一
箱酒都是真的， 回去放心喝
吧。”3月15日，在茅台湖南直营
店前坪， 李女士把家里的一箱
飞天茅台酒带来鉴定， 听到结
果后放心地笑了。 当天，“
2018
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暨茅台文化宣传日活动”在这里
举行。
据介绍，2017年湖南省集
中为消费者免费鉴定真假茅台
酒活动101场次，给12000多名
消费者提供了鉴定服务。 而当
天的主题活动， 是贵州茅台湖
南省区在全省举行3·15系列活
动中的一个缩影。 早在3月10
日， 茅台宁乡区专卖店就启动
了“免费鉴定茅台酒”、“3·15茅
台放心购”、“买放心酒,到茅台
专卖店”等推广活动，随后茅台
岳阳区专卖店也举办了类似的
活动。接下来，茅台湖南省区的
3·15系列活动还将在益阳、娄
底、长沙市芙蓉区、怀化、郴州、
常德、衡阳等地陆续开展，时间
一直持续至3月20日。
■记者 胡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