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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2020年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发布，教育、健身、美容机构均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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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2日讯 今天，省
市场监管局在“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
2020年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及十大消费侵权典型案例。三
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在此次
公布的典型案例中， 多涉及未
成年人网游充值退费、 网络教
育以及健身馆等预付式消费领
域。同时，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影
响也有所显现。

预付式消费“退费”问题多

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中， 就有一则关于因疫情导致
婚宴取消， 但商家拒绝退回押
金的案例。2020年3月20日，祁
阳县消费者唐先生投诉， 称自
己于2019年9月15日在祁阳县
某酒店支付20000元押金，预订
2020年正月初七举行婚宴。由
于疫情防控，婚礼无法举行，唐
先生与酒店协商退回押金无
果， 请求祁阳县消委为自己维
权。接到投诉后，消委工作人员
对唐先生提供的预定押金收据
进行了确认。按照《合同法》规
定，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属于不
可抗力事件， 因不可抗力不能
履行合同的， 依法可以免除消
费者责任。经调解，酒店退返唐
先生支付的20000元押金。

此外， 投诉多发的健身房
预付消费领域也有涉及。2019
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 先后
有76名消费者向吉首市消保委
投诉， 称他们在某公司办理了
健身卡， 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
况下， 被该公司强制转入其他
健身房。经查，某公司和健身房
实际经营者均为郑某， 消费者
在两处购买的健身卡可以通
用。2019年9月， 某公司经营不
善，在公司经营场所张贴通告，

要求该公司1900余名会员将本
人健身卡转至健身房。 经十多
次调解，2020年6月双方最终达
成协议， 郑某同意退还消费者
现金28万余元， 其余1550名消
费者同意转卡至健身馆。

购买防疫物资、名牌商品
需格外留心

在今天发布的十大消费侵
权典型案例中，记者统计发现，
有多起涉及冒用知名品牌商
标、 销售不合格防疫物资的案
例， 最高涉案金额超过600万
元。

2020年2月，常德市市场监
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捣毁一处
“三无” 问题医用口罩分装窝
点。现场查扣涉案口罩120余万
只，包装盒（袋）17783个，涉案
口罩经检验，过滤效率、细菌过
滤效率均不符合标准规定，该
案货值金额达600余万元，涉嫌
犯罪， 公安机关已抓捕犯罪嫌
疑人3名，检察机关已对犯罪嫌
疑人提起刑事诉讼。

2020年6月8日， 长沙市雨
花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
长沙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经营
涉嫌侵犯“奔驰”、“宝马”注册
商标汽车配件。现场检查中，雨
花区市场监管局查扣了该公司
多品种汽车配件， 涉及侵犯戴
姆 勒 股 份 公 司“Mercedes�
Benz” 注册商标专用产品及宝
马股份公司“BMW”及“图形”
注册商标专用权产品。 当事人
销售侵权产品货物价值10830
元，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三款之规
定， 该局依法没收其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汽车配件， 并处罚
款25万元。

■记者 朱蓉

空鼓、开裂，拖了8个月才整改
却被催交8.7万元物业费
律师：影响房屋使用，买受人可申请赔偿

今年“3·15”来临之
际，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三湘都市报《消费
维权》版、新湖南《湘问》
频道、华声在线《投诉直
通车》栏目联合发声，消
费维权行动正式启动。

此次， 将重点聚焦
房产、电商培训、社区团
购、 瘦身等热点消费领
域。 如果您在消费过程
中遇到欺诈、不公，发现
商家任何违法违规行
为， 或是消费权益受到
侵害， 都可通过拨打维
权热线， 或拍摄短视频
进行投稿。

报料方式：
1、 关注三湘都市报

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号、
抖音视频号进行投诉。

2、 拨打维权热线：
0731-84326110。

3、登录华声在线《湘
问·投诉直通车》栏目(网
址 ：http://ts.voc.com.cn/)
在线投诉。

4、 下载新湖南客户
端，进入《湘问》频道投诉。

5、手机直接搜索“投
诉直通车”，在线投诉。

6、关注微信公众号
“hnweiquan”或发送邮件
至 ts@voc.com.cn进行投
诉。

湖南揽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副主任律师潘晨表示，如果
该房屋具备了交房条件，不是重大
质量问题，比如房屋地基基础和主
体结构存在质量问题，导致严重影
响正常居住和使用等情形，且开发
商已向业主发出了交房通知，不管
业主是否接受该房屋，此时双方签
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已经正式生效，
业主应该缴纳相关的物业费。

“不过，该物业整改拖延时间
较长，影响了业主正常居住使用，
买受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潘晨
表示， 情况要依据房屋质量状况
和合同约定内容来衡定，“建议购
房者在签订合同前， 仔细阅读交
付条件相关的条款， 比如出现空
鼓等原因影响， 物业需要维修责
任应该怎么判定， 必要时还可签
订补充协议。”

互动

影响使用买受人可申请赔偿律师说法

三湘都市报《消费维权》版
湖南日报《民生》版、新湖南《湘问》频道

华声在线《湘问·投诉直通车》栏目、《消费投诉》栏目联合发布

在 位 于
世茂环球 金
融中心杨 先
生的办公室，
柱子上有多
处水 泥“补
丁”。
记者 卜岚 摄

本报3月12日讯 今日，在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1年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新闻
发布会上，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
长李沐介绍 ，2020年 ， 全省
12315热线及平台接收消费者
投诉141815件， 投诉按时办结
率98.50%，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15327.43万元。

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统计
数据显示，2020�年，全省 12315�
消费十大投诉热点领域主要集
中在食品、交通工具、餐饮和住
宿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医疗器
械、服装鞋帽、文化娱乐体育服
务、家居用品、美容美发洗浴服
务以及电信服务等行业，十大投
诉热点领域投诉数量占总投诉
量的 51.73%。

其中， 食品类投诉量仍然
排名各行业首位。全年共接收食

品类投诉24399件，主要涉及问
题：食品腐败变质、混有异物等
感官性异常问题；疫情期间擅自
涨价，不明码标价等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教育培训服
务成为今年的新热点。 数据显
示，2020年，12315共接收教育
培训服务类投诉5867件， 主要
涉及问题：疫情期间，教育培训
机构线上教学管理机制不健全，
部分机构借疫情之名不提供服
务；预付式消费风险大，部分机
构拒绝退款或携款跑路。

李沐介绍，2020年投诉的
另一个突出热点是新型消费领
域投诉数量增多， 涉及社区团
购、直播带货、网游消费模式和
大数据杀熟、“积分抢茅台”活
动、“1元购”低价诱惑、长租公寓
频繁跑路、APP自动续费等问
题。 ■记者 朱蓉

去年我省新型消费领域投诉增多
涉及社区团购、大数据杀熟、“积分抢茅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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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
正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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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拖了8个月才弄好，催物
业费倒是积极！” 长沙世茂环球金
融中心写字楼的业主杨先生很是
气愤。因房屋质量问题，原定于今
年年初的开业，只能一拖再拖。

3月12日，杨先生向三湘都市
报记者投诉，写字楼因质量问题一
直无法使用， 日前收房时却被告
知，已经产生了8万多元的物业费。

9处质量问题
整改了8个多月

2018年11月，杨先生购买了世
茂环球金融中心的写字楼， 面积
323平方米，价格为500多万元。“开
盘第一天我就买了，我买的应该是
这里的第一套或第二套。” 回忆起
当时的场景，杨先生有些激动。

谁料，一年半后，杨先生满心
欢喜去收房，却发现了空鼓等9处
质量问题。“房屋中间的巨大圆柱
均出现大面积空鼓和开裂， 落地
玻璃周边的一圈水泥地板明显爆
灰和空鼓，长度约有20余米。手轻
轻一抹，水泥纷纷往下掉。而且所
有玻璃窗的顶部并未封胶， 一旦
下雨，水纷纷往里飘。”杨先生说。

去年6月30日，杨先生就拒绝
了收房，物业答复将安排人整改。

“谁知拖到今年3月才弄好， 中间
我催了不下十次， 对接人都换
了。”杨先生说，等他去办理交房
手续时， 还被告知需补齐8.7万元
物业费，这让他十分不解。

将按照合同整改
但物业费仍需缴

在位于世茂环球金融中心的9
楼，三湘都市报记者看到杨先生的
办公室内一片狼藉，柱子上有多处
水泥“补丁”，水泥痕迹还未干透，
地板上散落着不少掉落的水泥块。

随后，记者来到物业办公室。
该物业负责人表示， 不愿接受媒
体采访， 只和业主本人沟通。“整
改的过程中涉及很多环节， 需要
时间。后续我们会继续积极解决，
不过有媒体在， 我们不想答复。”
世茂环球金融中心物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

“物业负责人承认存在质量
问题，但仅是一些瑕疵，不是重大
问题。具体问题要开发商去界定，
如果是重大问题，责任在他们，如
果是瑕疵，责任由个人承担，建议
业主走诉讼渠道。” 杨先生说，在
办公室里， 物业负责人这样答复
他。 ■记者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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