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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电视购物退款难 消协维
权“巧”化解

案情简介：2022 年 2 月 11 日，70
多岁的曹大爷通过电视购物广告，订
购了一部老年手机，货款由快递员代
收，回家后发现手机无法充电，售后电
话不通。

调查处理：市消费者协会接到投
诉后，拨打该外地经销商售后电话仍
然无法接通，决定转变思路联系代收
货款的驻马店某速递公司，查看货款
是否汇走。经过多方联系沟通，速递
公司积极配合并将手机收回，货款全
部退还曹大爷。

消协点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
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
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电视购物类投诉，
涉及异地管辖，维权多有不便，本案的
成功处理为今后类似案例提供了有益
借鉴。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老年消
费者，通过网络、电视、电话购物，尽量
选择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一旦发生
消费纠纷，挽回损失更有保障。

案例二：婚介信息有隐瞒 消协介
入获退款

案情简介：2022 年 1 月 12 日，西
平县消费者王先生在该县某婚介公司
交纳会员费 1688元，该公司给其介绍
了一名对象并告知没有整容经历。经
过几天相处，王先生发现该对象整过
容，认为经营者服务存在欺骗行为，要
求退款。

调查处理：西平县消费者协会向
该公司出示了王先生提供的聊天记录
等证据，经营者认可并表示愿意接受
调解。最终，经营者退还王先生会员

费1688元。
消协点评：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等规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服务与表明
的质量状况相符。本案中，经营者存
在一定的主观过错，应当承担解除合
同的责任。

案例三：未成年人私自购买手机
消协调解获退款

案情简介：2022 年 7 月 21 日，消
费者闫女士12岁的女儿私自用600元
压岁钱在确山县靖宇广场对面一手机
店购买二手苹果手机一部，闫女士发
现后联系经营者退款遭拒。

调查处理：确山县消费者协会组
织调解，双方各执一词。经营者认为，
看不出当事人未成年，手机价格公道
且没有质量问题。闫女士拿出女儿身
份证，认为商家行为不符合正常交易
行为。确山县消费者协会指出，把手
机卖给 12岁女孩明显不妥，店家应承
担主要责任，父母未尽到监护职责也
有过错。最终经过调解，经营者同意
退货退款。

消协点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十九条规定，闫女士的 12岁女儿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购买手机的
行为不应认定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
应的行为，因此在监护人明确表示拒
绝追认后，该消费行为无效。

案例四：责任认定存争议 购买轮
胎需谨慎

案情简介：2022年 4月11日，遂平
县消费者周先生称，其于2022年 3月 5
日在县城某轮胎店购买了 4个轮胎，3
月 6日找熟人安装到自家货车上，当天
中午在高速路上行驶时有 3个轮胎漏
气，为此花费救援费用 1100元。周先

生要求商家为其免费更换 3个有问题
的轮胎，并补偿其损失1100元。

调查处理：商家表示轮胎是合格
产品，漏气是因为安装不专业所致，周
先生不愿意再花钱去送检。双方无法
达成调解协议，遂平县消费者协会决
定终止调解，建议周先生向遂平县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消协点评：本案中，轮胎漏气原因
存在多种可能，是否为轮胎质量问题需
要进一步检测认定。市消费者协会提
醒，汽车轮胎质量影响行驶安全，选购
与安装都要选择正规专业渠道，注意检
查包装是否完整、是否有划伤、是否为
翻新轮胎以及是否按规定气压充气等。

案例五：面包吃出异物 消协调解
获赔偿

案情简介：2022年 10月 27日，确
山县消费者李女士购买的蜂蜜面包，
食用时吃出一个类似钢丝球的异物，
认为自己的健康受到侵害，要求蛋糕
房依法赔偿。

调查处理：确山县消费者协会通过
研判，认为钢丝球非人为故意添加。商
家承认该面包是自己生产的，李女士反
映情况属实。经过两轮调解，经营者最
终同意赔付李女士500元。

消协点评：根据《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
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
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1000 元
的，为 1000 元。本案中，经营者违反
了以上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赔偿。

案例六：钢化玻璃自爆 消协介入
免费更换

案情简介：2022 年 9 月 12 日，消

费者张女士投诉称，其于 2020年 5月
6 日在西平县某门窗专卖店购买了 2
万元的阳台钢化玻璃，2022年 8月 23
日钢化玻璃发生爆裂，张女士认为钢
化玻璃存在质量问题，要求免费更
换。

调查处理：西平县消费者协会进
行了现场核查。经营者表示，钢化玻
璃有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的自爆率，
现有技术无法完全解决，但也不排除
是外力造成的，所以只原意承担一半
责任。经过宣传讲解《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知识，最终经营者同意免费为张
女士更换阳台钢化玻璃。

消协点评：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六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产品质量法》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
务。本案中，钢化玻璃在质保期内，经
营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承
担修理、更换或赔偿责任。

案例七：减肥产品造损害 消费者
获赔偿

案情简介：2022 年 4 月 12 日，消
费者张先生投诉称，其于 2022年 3月
在正阳县某医美公司购买了 500元的

“COCO 减脂小金豆儿”，服用后身体
出现严重不适，要求退货退款。商家
则表示，该商品系公司分立合并前的
员工个人销售行为，且该员工已离职，
不愿赔偿。

调查处理：正阳县市场监管局进
行了调查，发现当事人经营范围不含
减肥等保健食品的销售，遂下达责令
改正通知，并与正阳县消费者协会一
起进行了消费调解。最终，商家同意
一次性赔偿张先生损失2000元。

消协点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

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
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案例八：春节期间澡票限用 消协
认定“无效”

案情简介：上蔡县消费者张女士
投诉称，其于 2021年 9月在某洗浴中
心花费 100元购买澡票 30张，2022年
1月 17日去消费时，发现该洗浴中心
声明春节期间澡票停用，洗浴需现金
支付。

调查处理：经过调查，上蔡县消费
者协会认为张女士投诉情况属实。经
过教育与调解，该洗浴中心撤除不合
理声明，同意张女士春节期间可以继
续使用澡票消费。

消协点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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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洗浴中心
店堂告示含有前款所列内容，其内容
无效，张女士诉求应予支持。

案例九：家装地坪受损失 消协介
入获赔15万元

案情简介：2021年 10月 22日，消
费者李先生在新蔡县某建材公司一次
性购进 200 多立方米商混土建地坪，
并在上面加盖了其他建筑，累计花费
近15万元。该公司承诺3年内不会出
现任何质量问题。半年后，地面出现
起泡起皮现象，李先生要求赔偿损失
16万元。

调查处理：新蔡县消费者协会与
被投诉公司进行了现场确认，该公司
承认确系其使用不合格黄沙所致，但

黄沙的经营方也应承担责任。新蔡县
消费者协会一方面支持李先生委托第
三方对其商混土进行司法鉴定，同时
积极调解，最终该公司和黄沙经营方
共同向李先生赔偿15万元。

消协点评：本案中，消费者李先生
保存有该公司开具的购货发票等相关
证据，为后期维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此，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消费权益受到损失时，除了要保护
好现场，保存好相关购物凭据等证明
材料同样重要。

案例十：培训退费难 消协介入获
解决

案情简介：2022年 3月，市区李先
生向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
其于 2021 年在市区文明大道某艺术
学校缴纳了 4080元培训费，因担心疫
情一直未让孩子去上课，现在孩子转
学，要求退还培训费，学校告知只能退
还剩余课程学费且需扣除 20%手续
费。

调查处理：在接到转办件后，市消
费者协会工作人员立即向双方进行了
核实并调解。最终，该艺术学校同意
退给李先生 1360元剩余学费，之前送
出的舞蹈衣、鞋子、袜、书包、玩具等不
再收回，李先生表示满意。

消协点评：根据《民法典》第五百
三十三条规定，在发生类似疫情等情
势变更情形时，双方可以就合同约定
的事项重新协商。本案中，虽在疫情
防控期间，培训学校仍能保证正常教
学，李先生因个人原因退课，自身负
有一定责任，但学校以通知、声明等
方式做出扣除 20%手续费的决定，适
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
不应予以支持。因此，本着相互理
解、息 诉 止 争 的 精 神 ，双 方 握 手 言
和。③3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营造良好消
费环境，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
心消费。2022 年以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及消协组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守护消费安全，提振消费信心，为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强化监管执法 让消费者放心

深入开展市场秩序治理，全力打造
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全市市场监管部
门持续推进民生领域“铁拳”行动，聚焦
虚假广告、养老诈骗、医疗美容等重点
行业，查处违法案件 4914件。坚决守
牢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市
场安全底线，开展食品检测4.9万批次，
核查处置率全省第一；开展“直播查餐
厅”阳光执法活动 33期，全市 3.6万家
餐饮单位“明厨亮灶”率达 95%；全市

“两品一械”案件查办数量位居全省第
一，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在国家药监局工
作会上作典型发言；全市液化气瓶实现

“智慧”监管，96333电梯应急救援入选
河南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典型案例。
在疫情防控期间，市市场监管局坚决查
处哄抬价格等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为
保障疫情防控和社会发展大局稳定贡
献了市场监管力量。

畅通维权渠道 让消费者顺心

树牢消费者至上理念，12315 投
诉举报热线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
平全面提升。在整合原质监 12365、
食药监 12331、物价 12358、知识产权
12330 的基础上，与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实现深度有机融合，12315
热线受话率、咨询回复率、投诉举报办
结率和电话回访率“四个100%”，消费

维 权 更 加 方 便 高 效 。 2022 年 ，市
12315 指挥中心受理各类消费诉求
9.26 万件，处理 12345 转办件 3053
件，按时办结率 97.9%，为消费者挽回
经 济 损 失 759 万 元 ，群 众 满 意 度
98%。该局主要领导定期走进 12315
热线直播间，倾听民声、回应民意、化
解纠纷。全市各级消协组织认真履
职，受理投诉、咨询 7600多件，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188 万多元，市消协
连续 8年被中消协评为“全国消协组

织消费维权先进集体”。

构建共治格局 让消费者安心

凝聚社会共识，深入推进消费维
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
市持续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
动，评选示范街区、景区、园区、企业、
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 1011家（个）；持
续深入开展“文明诚信经营”创建，联
合市文明办表彰“文明诚信、守法经
营”企业（商户）107家；持续深入开展
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消费投诉信息纳
入公示系统，630 家市场主体受到联
合惩治；持续深入开展先行赔付制度
推广活动，发展线下 7 日无理由退
（换）货承诺企业 254 家；持续深入开
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11个品牌被评
为“全市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粮油产品
品牌”；持续深入开展健康消费教育引
导，定期发布消费警示、曝光典型案
例，人民群众消费满意度显著增强。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维护好每一
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力支撑，是市场监管部门的
重要职责。2023年，我们将继续全力
以赴，维护消费安全，守护幸福天中。”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于向阳
表示。③3

提振消费信心 激发消费活力
——驻马店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综述

□ 薛顺启 王晋才

2022年度，驻马店市市场监
管局 12315 指挥中心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共接到消费者咨询、
投诉、举报92633件。其中：

一、消费者咨询情况：受理消
费者咨询 71354 件，占诉求总量
的 77.03%。咨询热点为：政策法
规、市场主体登记、信用监管（企
业年报）、网络交易监管。

二、消费者投诉情况：受理
消费者投诉 13835 件，占诉求总
量 的 14.94% ，投 诉 调 解 成 功
3869 件，涉及争议金额 1757.07
万元，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759.09 万元。

从投诉情况看，商品类投诉
10810 件 ，占 投 诉 总 量 的

78.14%。商品类投诉热点：食品
投诉 5352件，占比 49.51%；家居
用品投诉 594件，占比 5.94%；服
装 、鞋 帽 投 诉 449 件 ，占 比
4.15%。服务类投诉 3025 件，占
投诉总量的 21.86%。服务类投
诉热点：餐饮和住宿 489 件，占
比 16.17%；销售服务 436 件，占
比 14.41%；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304件，占比 10.05%。

三、消费者举报情况：受理
举 报 7444 件 ，占 诉 求 总 量 的
8.03%，依法立案 310 件。举报
热点 ：广告违法 2065 件，占比
27.74%；食品安全 1469件，占比
19.73% ；侵 害 消 费 者 权 益 906
件，占比 12.17%。③3

驻马店市市场监管局12315指挥中心

2022年度投诉举报热点分析

驻马店市消协发布2022年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

市领导为全市诚信企业颁牌。⑥2 王晋才 摄

市市场监管局领导定期走进 12345 热线直播间现场接受投诉。⑥2

王晋才 摄
对查获的假冒伪劣商品进行集中销毁。⑥2

王晋才 摄

省市场监管局12315指挥中心到我市调研热线接听处置工作。⑥2

王晋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