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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蔡女士来电投诉在东方市
东方大道第三市场的某美容养生馆办了一
张价值2000元的美容套餐。刚体验了一次
洗脸服务没多久，就发现脸上长出了一粒一
粒的红点点，怀疑对美容产品过敏，要求商
家退款遭拒，请求工商部门协助调解。

【调解结果】经东方市工商局东海工商
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退回2000元给
消费者。

【12315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
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
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
法。”美容服务的特性，就是要求双方当事人
都应有一种谨慎的注意义务，经营者要对美
容产品的情况、使用的适宜人群、可能出现

的问题对消费者进行明确的说明和警示，必
要时还谨慎地询问消费者的情况；消费者也
要把自己的情况主动告诉经营者，对自己也
要谨慎。如果经营者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造成这种情况，消费者可以要求退回办卡时
所交的预付款；如果消费者没有履行谨慎义
务，经营者按自己损失的情况退回部分款
项；如果双方都有责任，按过错程度承担。

【12315提醒】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式美
容卡时谨慎理性。在购买或使用美容美发
店推荐的产品前，要了解该商品是否属于
正规产品，是否适合个人肤质，是否会导致
过敏等情况；在办理预付式消费卡时，要多
留心眼，预存金额不宜过多，并确认对方的
营业资质，查看营业执照。对经营不佳、不
能证明其合法经营的商家要慎重选择。同
时，明确会员卡的有效期限，违约责任和明
确退卡退费等相关条款途径与方法，避免
误入商家设入的圈套。 （何海丹 陈术颖）

【案情回顾】2015年年初，杜女士
及其家人从河北来海南旅游时被海南
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在海口海甸岛
某房产开发公司的推介下决定在海南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购房养老。2015
年1月21日支付了1万元购房诚意金
后当场签订了一份购房协议。2月26
日来海南度假时再次支付了18万元诚
意金。3月30日欲签合同时发现双方
就合同中的具体条款无法达成一致，
当场拒签合同并要求商家退还房款遭
拒。无奈，遂拨打12315电话投诉。

【调解结果】经海南省工商局
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调解处理中
心和琼中县工商局乌石工商所工作
人员多次调解，商家全额退还19万
元购房诚意金，消费者表示满意。

【12315点评】本案中，双方签订
的《房屋认购协议书》是商品房买卖
双方在签署正式《商品房购买合同》
前所签订的文书。其目的是约定买
卖双方为将来订立合同而谈判的义
务，即开发商承诺在一定期间内保证
不将房屋卖给除认购人以外的第三
人，认购人则保证将在此期间内遵循
协议约定的条款与开发商就买房事
项进行商谈。3月30日，双方就签署
正式的《商品房购买合同》商谈时，对
合同条款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四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
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
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因
不可归责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
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
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本案中，因双
方未能就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导致该合同未能
订立，这个后果不能归责于双方当事
人，双方都不存在过错，属于“因不可
归责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
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
定金返还买受人”；其二，根据《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
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
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
责任，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
费者的合法要求。无正当理由拒不履
行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
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
失等义务超过十五日的，视为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有权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12315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房等大宗消费中千万不要盲目交
诚意金，一定要签订诚意书，并对要
求对诚意金退还的条款等作出明确
约定，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案情回顾】王女士来电投诉于
2015 年 4 月 3 日购买的电动自行
车，因断电问题维修两次，现维修过
后的电动自行车再次出现同一故
障，要求经营者更换遭拒，请求工商
部门帮助。

【调解结果】经琼中县工商局营
根工商所调解人员现场调解，商家同
意更换一辆同型号新车给消费者，消
费者表示满意。

【12315点评】本案中，电动自行
车应当属于技术构造较复杂、含有一
定科技含量的耐用商品。消费者在
购买后半年的使用期内出现 2 次断
电故障。根据新消法第二十三条第
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
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
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
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
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
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因此，经营者应当通过举证或证明商
品本身符合质量要求，或该瑕疵的存

在是由于消费者使用不当或者外部
因素所造成等，来完成自身举证责
任。本案中，经营者始终无法证明电
动自行车故障是由消费者人为因素
或因商品正常损耗造成。因此，电动
自行车断电故障应证实为商品质量
瑕疵引起的故障，应当支持消费者提
出的更换要求。

【12315提醒】举证责任倒置并
非免除消费者的举证责任，消费者仍
应提供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初
步证据，只是将较重的举证责任赋予
了经营者一方。此时，经营者应当举
证证明瑕疵产生不是由于商品或服
务自身的质量问题，如商品或服务本
身符合质量要求，瑕疵系由消费者使
用不当、外部环境因素造成，或者瑕
疵产生是使用的正常损耗等。但要
注意，商品或服务本身符合质量要求
应当是举证的基本而非全部内容，经
营者不仅要提供商品出厂合格证明
就免除其他举证义务，还要证明商品
在物流、仓储、移交等环节完好。

【案情回顾】消费者黄先生向
12315反映：2015年2月28日，其以
1350元的价格购买了某航空公司当
天9：20海口飞武汉的机票。当天
8：20去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被告知
其购买的机票为超售机票，目前该航
班已满员。要求改签到3月2日的
机票，黄先生认为，航空公司隐瞒机
票超售的事实，造成自己无法在预定
时间到达武汉，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
益，要求赔偿损失遭拒，请求工商部
门协助调解。

【调处结果】经海口市工商局灵
山工商所的工作人员现场调解，该航
空公司为消费者改签了3月2日中
午的机票并当场赔偿消费者损失
500元，消费者表示满意。

【12315点评】所谓机票超售，是

指航空公司销售座位数超过航班实
际座位数。超售将使所有不特定的
购票旅客均面临不能登机的风险，导
致合同履行障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
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
权利。”因此，航空公司应当向旅客进
行全面而充分的告知，否则就侵犯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

【12315提醒】对于出行需求比
较强烈的旅客，建议通过网上值机先
订好座位，并尽早赶到机场换登机
牌。如果真的遇到超售导致不能登
机，要注意保留好相关证据，理性维
权，避免言行过激导致有理变无理，
同时诉求要合理，切勿提出不切实际
的过高补偿要求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案情回顾】陈先生来电反映其未
满10岁的小孩，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
况下，在位于海口市府城文庄路的某
电信器材店购买了3000元的手机，陈
先生发现后，认为该店存在侵犯其知
情权和诱骗小孩消费的行为，要求退
款遭拒，请求工商部门协助调解。

【调解结果】经海口市工商局中
山工商所工作人员现场调解，商家同
意退款，消费者表示满意。

【12315点评】《合同法》规定，生
效的合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当
事人具有相应订立合同的能力；二是
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和社
会公共利益。本案问题的焦点在，该
名未满10岁孩童是否具有相应订立合
同的能力。是否是合格的合同主体。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不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代理
民事活动。”

根据《合同法》第 47 条规定，只
有经监护人确认后，该合同才有效。

本案中，因孩童的监护人未对孩
童订立合同的效力予以追认，因此，商
家在明知小陈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
还接受其3000元的消费，必须返还。

【12315提醒】除了烟酒属于法
律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兜售的
商品，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消费纠纷的
发生，家长要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消费观念，避免青少年盲目购物，同
时经营者也要恪守商业道德，谨慎对
待未成年人消费行为，销售时最好询
问其年龄和身份，以避免退货或纠纷
的发生。

谨慎对待未成年人消费
不该卖时别卖

【案情回顾】2015年9月7日，桑先生交
纳9100元，订购了一辆价值14万元的家用
轿车。协议签订后，商家一直都没有让消
费者去提车，也没有告知什么时候可以提
车，只注明了交付定金后如不买车，“定金
恕不退还”。桑先生认为不合理，要求退款
遭拒，请工商部门帮忙协调。

【调解结果】经海口市工商局金盘工商
所工作人员现场调解，商家退还9100元，
并要求商家对涉及霸王条款的违法行为进
行整改。

【12315点评】本案中，该合同设置涉嫌
“霸王条款”。 商家单方面设置不平等条
款，只强调消费者未按合同约定交纳车款

的违约责任，而没有明确销售商按时提交
车辆的时间范围以及违约责任。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
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
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格式
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
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12315提醒】建议消费者交付定金之
前，就车辆的配置、价格、款项的支付、车辆
的交付、登记、违约责任等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与经销商在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便于
日后维权。

【案情回顾】2015年10月2日韩先生
向三亚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了一辆汽
车，支付了2000元押金，按约定无违章记
录可全额退还押金。但两个月过去了韩先
生却一直拿到押金，与商家多次沟通均未
果，拨打12315电话投诉。

【调解结果】经三亚市工商局大东海工
商所工作人员调解，经营者全额退还2000
元押金，消费者表示满意。

【12315点评】押金，也称保证金，风险
抵押金。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债务人或第
三人向债权人给付一定的金额作为其履行
债务的担保，债务履行时，返还押金或予抵

扣；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得就该款项优先
受偿。本案中，消费者韩先生依约返还了所
租赁的汽车，合同关系终止。且在其租赁期
间，该车无违章记录，即没有违背租赁合同
的其它约定，租赁公司应当返还所收押金。

【12315提醒】消费者租车时应选择有
固定的经营场所和相应的租车经营资质，
信誉较好、规模较大的租赁公司；在签署租
车协议时一定要仔细看条款后再签字，协
议中应标明押金退还期限、方式以及车况
承诺，车损理赔、租赁超时如何计费等内
容，同时保存好收费单据和相关资料，以便
日后出现纠纷时进行维权。

【案情回顾】文昌的陈先生来电投诉其
2015年5月25日在文昌市东风路的某通
讯产品专营店购买了一台售价为9280元
的手机，仅过第八天，就出现卡机，屏幕黑
屏故障，要求退货遭商家以外包装盒破损
为由拒绝，无奈，遂向工商12315求助。

【调解结果】经文昌市工商局沿江工商
所工作人员现场调解，责成商家履行“三
包”义务，为消费者更换了同款价值9280
元的手机。

【12315点评】本案中，陈先生购买了8
天的手机出现卡机、黑屏的性能故障，根据

《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
条“产品自售出之日起15日内，发生性能
故障，消费者可选择换货或者修理。换货
时，销售者应当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
同规格的产品，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
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办理。”对于退货要求

提供完好包装盒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
的，消费者退货换货只要符合“三包”规定
的，商家就不得因为包装盒破损而拒绝承
担“三包”义务。即使商家内部有相关规
定，甚至采用店堂告示的方式告知了消费
者，但依然不能成为消费者换货退货的障
碍，也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商家自己应当承
担的民事责任。

【12315提醒】大多数消费者购物后都
不会完好无损地保留商品的外包装有的甚
至还会将外包装盒扔掉，外包装破损或没
有外包装在商家眼里成为拒绝退换货的最
好借口。我国法律法规并没规定消费者退
货必须提供包装，也没有规定商品没有外
包装就不允许退换货，如果遭遇““无包装
不退货”或“退换商品必须外观无人为损
坏，附件及包装完好无损、齐全”等“霸王”
规定，消费者可拔打12315电话投诉。

强化维权意识 拓展维权渠道
——海南工商剖析2015消费维权8大案例

2015年投诉数量较大的商品类别

单位：件

服务类投诉数量较大的是：互联网服务、餐饮和住宿服
务、电信服务、制作保养和修理服务、交通运输服务、旅游服
务类。分别占投诉量的7.31%、6.70%、5.59%、4.22%、2.68%、
0.89%。与2014年同期比，均呈现一定比例的增长。其中，
旅游服务类、房屋类和美容美发服务类投诉量增幅最大，增
长幅度分别达281%、126%、76.24%。

通讯产品 交通工具 服装鞋帽 家居用品 家用电器 房屋

商品类别投诉量较大的是：通讯产品类、交通工具类、服
装鞋帽类、家居用品类、家用电器类、房屋类。分别占投诉量
的10.18%、9.17%、7.11%、6.31%、5.73%、5.14%。与2014年同
期比，投诉量均以22%以上的幅度上升。其中，房屋类投诉
量增幅最大，达126%。

2015年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2315业务系统受理情况

单位：件

咨询 投诉 举报

2015年海南工商
12315消费投诉热点发布
2015年，海南省工商部门依托12315消费者投诉举

报业务系统共受理消费者咨询80229件、投诉14438件、
举报1555件。工商部门办复93624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4955.87万元，有利的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电动自行车一修再修
商家举证不能，承担换货责任

机票超售
工商12315调解挽回损失

单方面设置不平等条款
内容无效案例 5

2000元租车押金迟迟不退
工商12315介入车行老板退款

以包装物破损为托词
商家拒不履行三包责任

2000元办理美容套餐
产品过敏获退款

案例 2

案例 3

案例 4

案例 6

案例 7

案例 8

2015年投诉数量较大的服务类别
单位：件

2015年，海南省工商部门积极拓宽消费维权诉求渠道，利
用互联网+，在全省人流量较大的商场、超市、码头增置93个远
程视频投诉终端，更快速、便捷地受理、处理消费诉求。全年共
受理80229件消费者咨询，占受理总量的83.38%，与2014年相
比上升了10.21%。其中，传统商品、服务类消费矛盾依然突出，
餐饮和住宿服务、通讯产品、交通工具、食品四大类连续数年居
高不下，与此同时，微信购物、电视购物、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
问题突显，一些新型消费问题成为咨询新焦点。

互联网服务 餐饮和住宿
服务

电信服务 制作保养
和维修服务

交通运输
服务

旅游服务

2015年咨询数量较大的类别
单位：件

餐饮和住宿
服务

通讯产品类 交通工具类 食品类 服装鞋帽类交通运输服务类
（快递服务）

根据消费者投诉、咨询和举报的情况，2016年，海南省
工商部门将重点围绕投诉消费者投诉较多的行业和领域，开
展重点整治与监管，加强送检及抽查的的频率和力度，更加
有为，强化消费维权，确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海
南
工
商
部
门
推
出
的
平
价
菜
受
群
众
欢
迎
。

■2015
■2014

关注新消费
我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