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减”在行动

学校“带娃”
花样多
11 月 3 日，在万宁中

学，学生们在上万宁美食品
鉴课。

秋季开学以来，万宁中
学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
策，利用学校资源优势，结合
学生兴趣爱好，在校园内开
展万宁美食制作、数学趣味
故事、国学经典诵读、糯米酒
制作、计算机编程、英美文化
学习等特色社团活动，受到
学生们的欢迎。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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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部门管不住“一张卡”，究竟
“卡”在哪？手持预付卡无法退款，多
次投诉遭遇“踢皮球”的郑先生认为，
关键在于这些部门职能交叉，未形成
合力，往往没看到自身应尽的监管职
能，只看到其他部门要负担的责任，
管多管少缺乏绩效指标，有的甚至一
推了之。

分别办了健身预付卡、美容预
付卡的江先生、刘女士建议，相关部
门要在商家注册时就为消费者设置

“保险杠”——按预付卡金额的一定
比例，向指定专用账户缴存准备金，
一旦出现商家关门或“跑路”情形，
至少可以抵扣部分消费者的损失。

同时，对失信商家列入“异常名录”
后，要第一时间在部门官微和大众
传媒上公布。

长期从事保险业务的杨女士则建
议开辟新险种，对预付卡业务可以考
虑上“保险”，如果出现门店关停或商
家“跑路”，理赔也能减轻消费者损失。

“这些案例中所涉及的预付卡，
实质上是一种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法
律关系，目前这种消费方式在美容、
美发、餐饮和健身等行业比较普遍。”
北京中伦（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廖
晖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经营方式
和营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双
方获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监管

不足和法律法规滞后，所以出现很多
玩弄、欺诈消费者、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现象。”

廖晖指出，目前对处理预付卡商
家“跑路”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合同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商务部
2012年颁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管理办法（试行）》。从《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角度来看，商家不能利用

“霸王条款”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利，
要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也不能随意
改变服务方式和地点。

廖晖表示，现实中，有些健身房
等商家设立消费陷阱，通过提供大
幅优惠收取了大量预付款然后“跑

路”，这种现象涉嫌诈骗，受害者可
以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犯罪
分子的刑事责任。另外，新颁布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
第九条第（四）款为：在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健身、美容、培训、餐饮等服
务中，采用预收款等方式骗取消费
者费用而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约定提
供商品、服务的，行为情节严重或者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除了处罚经
营者外，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等，还要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该规定自2021年 11月
1日起施行。

（本报三亚11月3日电）

我省部分预付卡销售商家停业或“跑路”，消费者遭遇退款难

预付卡缘何屡屡“卡”了消费者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我今年8月在易动健身
奥莱店充值办了两年卡，可不
到两个月店就关门了，还不肯
退钱。”10月25日，三亚市居民
孙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有
80多名该店持卡人建了一个
维权群，向多方投诉，要求返还
剩余金额，但截至海南日报记
者发稿时，仍无退款。

近期，我省部分商家因各
种原因停业或“跑路”，预付卡
持有者遭遇退款难。业内人士
认为，相关部门权责不明、推诿
拖沓、监管不力，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预付卡沦为“圈钱卡”。

商家关门停业“没商量”？

孙女士说，她家距该市奥特莱斯
商场内的易动健身奥莱店约500米，
考虑到距离近，自己便办了张为期两
年的健身预付卡。其他如薛女士、王
先生、陈先生等人，也因为住处与该
店相距1公里左右，选择办了健身预
付卡。

今年9月下旬还在营业的这家
健身店，国庆节期间突然停业，到目
前仍未复业。多名持卡人说，他们已
向三亚市有关部门投诉。

10月21日，记者来到易动健身
奥莱店外，只见紧锁的卷闸门上贴着
一张结尾没有日期的《通知》：“因奥

特莱斯装修，本店暂停营业，开业时
间另行通知”“如您需要继续锻炼，可
到美亚公馆二楼易动健身锻炼”。

而位于美亚公馆的易动健身美
亚店经理张韦军、店长张恒坤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易动健身奥莱店与美亚
店同属易动健身加盟店，二者之间没
有隶属和财务关系，为了维护“易动
健身”品牌形象，美亚店暂时可以接
收奥莱店持卡人锻炼，但无法接待奥
莱店“一对一”私教持卡人，因为场地
不够、教练也不够。

持卡人王先生、张先生、孙女士、
薛女士等受访者诉苦：其住处距易动健

身美亚店最近的有5公里，最远的有
10公里，交通不便利，强烈要求退款。

无独有偶。我省一些市县办理
预付卡的门店，不乏关门停业“没商
量”的案例。

今年3月中旬，琼海嘉积钱吉成
健美塑身俱乐部的部分持卡人说，该
俱乐部未提前告知会员就关门歇业，
拖欠会员预付费用不退款；8月中旬，
海口市奇妙岛儿童游乐园以“商管公
司和物业公司主动停电”为由“暂停
运营”，部分会员卡持有者也遭遇退
款难；10月初，持有三亚33度婴幼儿
游泳馆会员卡的数十名宝爸、宝妈接

到商家通知，“游泳馆因搬迁停课”，
却不退还卡内费用……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数据显
示：2021年1月1日至10月26日，全
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涉及预付
卡办件共772件，其中投诉770件，
已办结651件。该局有关负责人分
析了三方面原因：店面转让导致已充
值的费用无法使用，也联系不上商家
进行退款；使用预付卡时被告知已过
期，但购买时商家未告知有使用限
期，预付卡上也未注明；商家关门停
业，消费者充值后无法享受服务或进
行退款处理。

多部门为何管不住“一张卡”？

“健身店变换地点后，持卡人
住处太远、不便利的，要求退款是
合理的。”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符冬文说。但他也称，处理
预付卡工作的牵头单位是该市商
务局。

三亚市商务局有关工作人员称，
健身工作的牵头单位是文体部门。
不过，三亚市商务局主任科员陈文学

表示，该局高度重视这起案件，如果
现场能调解，将尽量调解。

“健身卡的市场行为监管，以市
场监管局、商务局为主。”三亚市旅文
局副局长蒙绪彦解释道，公益性的健
身工作归旅文局管理，经营性的健身
行为则不属旅文局管理，但该局会做
好配合工作。

就易动健身的问题，三亚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亚龙湾所负责人陈育东
透露，该所提出约谈易动健身奥莱店
负责人邢某南，但邢某南不露面，现
已将该店列入“异常名录”。

陈文学表示，此案如果调解不了
将走程序调查，固定证据后将移交给
公安机关。

三亚易动健身奥莱店关门停业，
店主“玩失踪”，不但相关部门约谈不

了，消费者更是联系不上。对此，一
位持卡人不解地发问：“这么多部门，
为什么就管不住‘一张卡’？”

部分市县的市场监管部门有关
负责人无奈地说，停业“跑路”的商家
很难找到，执行起来难度大。而有的
部门则建议，消费者自身要提高警
惕，注意收集证据，通过司法程序解
决问题。

预付卡退款难究竟“卡”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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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
中学部拟明年9月开学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
记者11月3日获悉，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
实验学校正在筹建中，预计年底正式开工，明年9
月可部分投入使用实施招生。

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
中学部位于位于海口市秀英区西海岸新区南片区，
位于原海口市长德学校校址，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学
校，规划总用地面积12.9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
初中部教学用房、高中部教学用房、礼堂、艺术楼、图
书馆及行政楼、食堂、学生宿舍、教师周转房、多功能
体育馆（含游泳馆）和辅助用房、连廊、运动场等。学
校设置学位4050个，共90个班，每班45人（其中
初中学位2160个，设置48个班；高中学位1890个，
设置42个班，含国际部6个班）。2022年9月份部
分投入使用，2023年6月30日全面竣工。

教育部公示第三批全国中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海口9所学校入选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计思佳）近日，

教育部公示第三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学校认定结果。海南49所学校入选，其中海
口有9所。

该名单经学校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推荐、专家遴选而出，公示期为2021年11月2日
至2021年11月9日。

海口9所入选学校及传承项目
海南华侨中学竹竿舞

海口市琼山中学琼剧

海口中学武术

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吟诵

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书法、扎染和陶艺

海口海港学校瓷画

海口海天学校诵读

琼山区大致坡初级中学民族民间舞蹈、传统手
工艺术、民族传统体育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泥塑和书法

1
2
3
4
5
6
7

8

9

今起海榆中线部分道路
区间限速调整

本报海口11月 3日讯 （记者邓海宁 特约
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11月3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加强
海口道路交通管理，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和畅
通，根据相关法规，该支队决定自11月4日零时
起对海榆中线部分道路的区间限速进行调整。

据了解，此次调整为G224海榆中线（周仁西
街-八公里公交站）区间路段，该路段双向6车道，
长度2600米，中型（含）以上车辆限速将由现状的
60公里/小时调整至40公里/小时，其余车辆限速
维持现状60公里/小时。

定安首批平价菜零售保险赔付兑现

4名零售经营者
获赔1.6万余元

本报定城11月3日电（记者叶媛媛）11月3
日上午，定安县首批平价蔬菜零售价格保险理赔
赔付兑现仪式在该县和安市场举行，首批参与投
保的4名蔬菜零售经营户共获赔1.6万余元。

“自从有了保险的兜底，不光我们的收入有了
保障，前来摊位购买平价蔬菜的顾客也变多了。”首
批参保的蔬菜零售经营户吴永燕欣喜地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今年9月底，她抱着尝试的心态，花费
800余元购买了平价蔬菜零售保险，而目前她已经
收到了近5000元的保险赔付。“感谢政府为我们
提供了这项惠农服务，今后我不仅要继续参保，还
要积极建议身边更多蔬菜经营者加入参保行列。”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定安县平价蔬菜零售保
险标的为“15+N”种基本蔬菜，包括茄子、上海青、
黄瓜、青椒、尖椒、大白菜、长豆角、土豆、胡萝卜、
蒜苔、芹菜、圆白菜、韭菜、西红柿、白萝卜等15种
基本品种，该保险主要用于保障蔬菜零售经营者，
对其在保险期间内因保险蔬菜低于约定销售价格
销售的实际交易情形，保险公司将按保险合同约
定给予保险赔偿。

10月21日，三亚易动健身奥莱店
的卷闸门紧锁着。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2022年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公布

海南高校共有40个计划
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近

日，教育部发布通知，2022年继续实施退役大
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我省的海
南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
南医学院4所高校共有40个招生计划。

2022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
生计划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99所普通高等
学校承担，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总规模内
单列下达。教育部明确，该专项计划专项使用，不
得挪用，不得调整为普通计划。

教育部要求，各招生单位要严格落实《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按照自
愿报名、统一招考、自主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
严格规范做好招生录取工作，确保公平公正和招
生质量。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尤
梦瑜 张琬茜）11月3日下午，海南省
开展小程序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专项治理工作新闻通气会在海口举
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省网
信办近期对群众生活相关密切、个人
信息保护问题举报投诉较多的小程序
开展技术巡查检测发现，“肯德基自助
点餐”等11款小程序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
况。目前，省网信办已集中向社会通
报并责令相关运营单位限期整改。

据悉，移动互联网“小程序”自
2017年1月于微信平台正式上线以来，
发展迅猛，在为网民提供更方便更丰富
的应用体验的同时，其“无须下载、无须
安装、不占内存、用完即走”的特点也成
为网络违法违规活动滋生的温床，其中

过度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表现
尤其突出，亟待加强监管和处置力度。

据介绍，开展移动互联网小程序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行动是我省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
具体举措，也是网信系统切实维护自
贸港个人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的职责
所在。海南省网信办将通过持续对各
行业小程序应用开展技术监测和现场

检查，不定期通报涉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小程序及相关运营单位，
确保从源头上打击小程序在公民个人
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违法违规乱象，
切实维护好公民权益。

下一步，省网信办将进一步健全
完善各类移动应用程序（APP、小程序、
快应用、SDK等）安全管理信息共享、线
索移交、联合处置等工作机制，严格督

促涉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程序运营企业
落实整改，持续长效保持对各类个人信
息保护乱象行为的严查严管严打力度，
对省内社会反映强烈、群众举报投诉较
为集中等领域开展深度清理排查，依
法依规进行处置，对未按要求落实整
改的运营主体依法依规予以严惩，保护
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共同营造海南自
贸港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我省开展小程序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肯德基自助点餐”等11款小程序被责令整改
11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的小程序

肯德基自助点餐 必胜客排队 友谊阳光城 电子票夹 街电 九毛九

快停科技 栖枝海口店 日月广场智能导航 学而思邀请有礼 易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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