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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夕，本报记者前往长沙市消费者委员会采访

资讯

娃培训妈养生妻爱俏，这些消费坑别跳

衡阳市女企业家协会
成立党支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李娜）近日，在衡阳
市妇联指导下，衡阳市女企业家
协会召开了党支部成立大会，马
文兰当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衡阳市副市长周玉梅为支部授牌，
市妇 联 党 组书记、 主 席周红 玲，
市侨联主席江红，省女企业家协
会会长张海霞，省女企业家协会
党总支书记、副会长吴建平等出
席会议。
衡阳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谢
芸鸿介绍，当天在党支部的倡导
下，协会启动了“我为贫困家庭添
一物”慈善募捐活动，会员现场
捐出爱心款 6 万余元。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3 月 15 日，又一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你知
道过去一年哪些消费领域出现的维权事件最多吗？
在消费中被“坑”，你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吗？ 3 月 1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了
长沙市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程实。
“从长沙市消委去年的统计数据看，我市消费
投诉维权热点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上：保健品、非
法融资和非法贷款、校外辅导。”程实告诉记者，
2019 年的消费维权主题为“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长沙市消费者委员会将针对这个主题开展多方面的
活动。

校外辅导退费难
近年来，一些教育培训机构
夸大师资能力和培训效果，消费
者在缴费后才发现授课与宣传不
符，最后维权也很困难。
“
‘退费难’是这一类投诉最
集中的问题。
”程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自己也遭遇过校外
辅导培训的维权问题，
“我的孩子
上初一，之前也给他报过一个校
外辅导机构的课，上了两次课后，
发现与机构宣传的不一致”
。
程实提醒 ：
“一些教育培训

机构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往
往会有减轻经营者责任、限制
消费 者权 利的条款，消费 者一
定要谨慎小心。”在签订合同时，
要注意看合同条款，要把相关
的服务内容、费用、质量、方式
和退费事项都写进合同内容，家
长一定要保留好合同、票据、宣
传手册，以及刷卡记录或者转账
凭证等，
“牵涉退费问题，票据
和校方的宣传材料都 将成为重
要证据”。

中老年人保健品成消费维权重灾区
去年 9 月 6 日，今日女报 / 凤
网曾关注 益阳市安化县偏远 农
村老人 对一种可治病可养生的
“神秘酒”趋之若鹜的故事。该
镇食药工商部门后来给出处罚结
果，责成销售方把现场售卖疑似
药品和酒的钱全部退还给老人，
相关店面也关闭。
程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保健品市场近年来可谓是乱
象丛生，
“这个行业由于长期以
来重发展、轻规范，所以出现了
一些虚假广告，误导性宣传，造
成消费者往往不能精准地识
别适合自己的保 健品。
更严重的是，有不
法企业和商家以
非 法 添 加、 虚
假 宣传、会 销
传销等各种
欺诈手法 侵
害消费 者权
益。” 程 实
表示。

记者在百度输入“保健品欺
诈”进行搜索，可找到相关结果
约 376 万个；输入“保健品维权”
搜索，可找到相关结果 345 万个。
程实表示，长沙市市场监管
局后 续 将加强整治保 健食品市
场，
“特别是无科学依据声称有
保健治疗功能或功效的产品，比
如宣称防癌、抗癌、预防脑溢血、
延年益寿等。其中，重点检查以
中老年人、病人为推销对象的食
品、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

来源：杨浦时报

女性美容美发消费陷阱多
除了家 庭 极 为关 注 的 保 健
品、非 法融资和非 法贷 款、校
外辅导等消费维权领域，女性消
费陷阱也不少。程实提醒，女性
消费中，美容美发方面的消费陷
阱较多，
“我们了解到一个案例，
一家全国连锁的美发机构，一瓶

进价 4 元多的染发药水，他们卖
给顾客 800 多元。 这 就 属于典
型的价格欺诈了。”针对目前家
庭购车越来越普遍的情况，程实
也提醒，不少汽车 4S 店的车辆
保养，
“尤其是机油和漆，猫腻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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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时尚消费中的风险提醒
针对消费市场上出现的维权热点，长沙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和长沙市消费者委员会联合编印了消费教育公益
读本《消费实用攻略》
（2019 版），现摘取其中一些攻略，
供广大消费者参考。
食品代购 ：食品可能掺假
通过电商平台代购一杯咖啡、奶茶，对很多人来说，
不是一件新鲜事。但是，对于这种食品代购，相关专
家认为风险较大。因为有些食品配送方并没有经过食品
经营者的授权，一旦出现食品掺假、调换等问题，或
者消费者食用后出现身体不适，食品追溯、责任认定
都可能存在纠纷。
跨境电商：价格不一定便宜
跨境购物不一定都划算。北京消费者俏俏在网上跨
境购买了一套化妆品，当时算着能节约 500 多元，结果
随后在逛商场时，她看到有专柜在搞促销，有赠品和
积分的活动，算下来比海淘来的还要便宜。
网红食品：味道未必多惊艳
有些网红食品商家利用消费者“你买我也买”的跟
风心理，通过特殊营销方式炒作；也有的商家将自制
食品包装成
“网红”，在微信朋友圈里销售。作为消费者，
切勿中了商家的营销套路。而且，一些网红食品往往滋
味平常，味道也未必有多惊艳，营养价值与其宣传也未
必真实匹配，消费者要理性购买。建议消费者选择正
规网络平台和商家的商品购买，尤其要了解卖家是否具
有食品准入相关合法资质和条件。
互联网保险：当心退保理赔风险
伴随着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不断扩大，消费者的投诉
也随之攀升。消费者投诉较多的互联网保险险种为退
货运费险、航班延误险、旅行意外险、车险、新型寿
险等。反映比较突出问题有理赔流程长、理赔手续繁琐、
拒赔认定不合理、退保申请处理不及时、捆绑销售保
险产品、未经同意自动续保等。
在线诊疗：易遇假冒医生
很多患者自行在网上寻找远程医疗服务，很容易遇
到假冒医生和医疗机构。一些不法商家借由伪专家进行
在线诊疗、夸大药品疗效等手段来忽悠患者，消费者一
定要查看这些平台和医疗机构是否有当地卫生部门审
批批号、从医资质证明等。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
医师必须经过亲自诊查，才能给患者开具处方。因此，
患者不能把在线咨询当成医疗行为。

永州市全面启动
“美家美妇”行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周晓春 熊锦星 李
蓉）近日，永州市妇联在冷水滩
区上岭桥镇仁山村农村大舞台举
行永州市“美家美妇”行动启动
仪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
艳萍出席。
要美国家，先美家庭，要美
家庭，美妇先行。
“美家美妇”行
动是今年省妇联家庭文明建设工
作的重点。永州市妇联积极响应
省妇 联号召， 形成 市、 县（ 区）
、
乡镇（街道）
、村（社区）四级联
动，动员广大家庭争创学习之家、
绿色之家、文明之家、小康之家，
争做“最美家庭”；引导广大妇女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争做对
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的“最
美女性”
，建设好家庭、传承好家
教、弘扬好家风，以实际行动为
建设品质活力新永州贡献力量！
永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黄玉芳在启动仪式上讲话。启动
仪式上还宣读了倡议书、为每个
县区妇联授予了“巾帼志愿者队
伍”旗帜。市老年艺术团还为乡
亲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蓝山县 200 余青年
举行“单身派对”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唐智丽）3 月 10 日，
由永州市蓝山县妇联、团县委主
办的“相约云冰山·追梦新时代”
蓝山县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单身
青年联谊会在云冰山旅游景区举
行，当天共有 18 对青年牵手成功。
在近 6 个小时的活动时间里，
通过云冰奇缘、球球大作战、浪
漫午餐、击鼓传情、才艺展示、1
分钟约会、温馨告白等环节，200
余名男女嘉宾在欢快愉悦的氛围
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活动现场
不时爆发出阵阵 欢笑 声和掌声。
最 终，18 对 青 年男女牵手成 功。
活动还选出了全场最佳人气男女
嘉宾及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