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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入“坑”看看这些消费案例
2018 年度投诉举报共计 155098 件 网络消费投诉件占 74.45%

3·1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范围也越来越广阔，由此产生的消费领域的纠纷也日渐多元化。遇到价格欺诈、霸王条款、
收费陷阱等情况，不少消费者也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2018 年度，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共登记受理各类来信、来电、来访和网上投诉举报共计 155098 件；全部投诉件
中，网络消费投诉件占据 74.45%，共计有 115476 件。从投诉热点商品统计来看，排名前三位的是服装鞋帽、家居用品、食品。除此以外，近年来，装修纠纷、汽车纠
纷等成为消费者的投诉热点。
今天是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区消保委挑选了生活中常见的三个案例来警醒消费者。
记者 杨荣 通讯员 杨睿

袋装大米吃了一大半，竟发现死老鼠
去年 3 月底，应先生在余杭区某副
食品店购买了由江苏某米厂生产的一
袋净含量 25 千克的大米，4 月 9 日，应先
生舀米煮晚饭时发现，大米中竟有一只
死老鼠，而此时，袋中大米仅剩余三分
之一左右。这让应先生感到恶心、气愤
又可怕，
遂向消保分会投诉维权。
接诉后，黄湖消保分会工作人员

立即展开调查，联系好米厂、副食品
店老板及消费者应先生进行调解。米
厂认为，大米生产要经过很多道复杂
程序，在此环节中不可能出现死老
鼠。死老鼠是米袋开封后发现的，因
此很难判定老鼠是什么时候进米袋
的。应先生则表示，老鼠看起来至少
已死去一二十天，不可能是米袋开封

■案例评析
后才跑进去的，况且死老鼠细菌那么
多，没必要拿全家的身体健康开玩
笑。经过工作人员耐心调解，双方多
次协商，米厂、副食品店老板表示，
让应先生将含有死老鼠的大米退回并
赔付其全新大米一袋、补偿人民币
4000 元整，应先生对此调解结果表示
满意。

买
“中策”
电缆收到
“巾策”电缆
去年 5 月份，消费者郭某投诉称，
因为家中装修，遂在仁和街道和平路上
的一家五金机电商行购买“中策”牌家
用电缆，总共花费 3800 多元，但在收到
货后发现，店家发的货居然是“巾策”牌
家用电缆，郭某认为店家老板何某存在
傍名牌、欺诈消费者等行为，要求退一
赔三。
接到投诉后，仁和消保分会工作人
员立即开展三方调解，工作人员向店家
何某了解情况是否属实，但店家却是另

一种说辞，何某称：当时郭某来店里购
买“中策”牌家用电缆，但其实“巾
策”牌家用电缆比“中策”质量要
高，性价比也要好，所以店家自作主
张发了“巾策”牌家用电缆。工作人
员也查阅了这两款电缆的相关资料。
在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后，工作人员随
即开展调解，虽然“巾策”商标有效
存在，店家不存在傍名牌等违法行
为，但是店家在消费者购买和发货时
都没有及时告知消费者。因此过错在

■案例评析
于店家，应承担责任。但是店家却坚
称自己没有错，其认为顾客郭某要求
的是杭州这边的“中策”，质量肯定不
及自己发货的“巾策”牌家用电缆，
因此不同意退一赔三要求。
最后，通过将近一个小时的调解，
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一致，店家同意以
不变的价格将全部电缆换成质量更好
价格高 20%的杭州千岛湖中策电缆有
限公司生产的电缆，对于处理结果消费
者郭某表示满意。

汽车生产日期与门板生产日期不一致
去年 5 月，鲁先生在杭州某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现代领动汽车一
辆，汽车生产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门板
的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1 月。两个生产
日期不同，鲁先生认为存在欺诈，故投
诉，要求赔偿。
经余杭市场监督管理所消协介入

调查发现，杭州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通过浙江元通某汽车有限公司渠道
进 货 ， 汽 车 的 生 产 日 期 为 2017 年 12
月，汽车的配件应早于 2017 年 12 月，
而汽车门板的实际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1 月，浙江元通某汽车有限公司和杭州
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销售汽车

米厂要做到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
费层层把关，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杜绝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消费者购买袋装
产品时要仔细检查产品外包装，确认
好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型号等信息
并留好购物凭证，在发现类似情况时
积极维权，
确保消费安全。

过程中隐瞒事实，涉嫌欺诈。经调
解，三方达成一致意见：杭州某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一次性赔偿消费者人民
币 500 元，浙江元通某汽车有限公司
补偿消费者十次基础保养，安装皮质
座椅一套，加装后视镜加热，定速巡
航和行车记录仪。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及享受服务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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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应的是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本案例中
店家显然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存在
一定的责任。仁和消保分会也提醒消
费者，购买装修材料前一定要做好功
课，选择口碑好、有相应资质的商家或
厂家。查看相关品牌的商标等标识，
并妥善保管相关票据，发生消费纠纷
方便维权。

■案例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 。 赔 偿 金 额 不 足 500 元 的 ，为 500
元。

13 位消费代表走进企业 了解乳制品安全生产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荣 通 讯 员 杨
睿） 从生牛乳到牛奶、酸奶是如何产生
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乳制品和含
乳饮料是一回事吗，我们该如何挑选？
新一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带
着这些疑问，昨日，区消保委协同食品
生产科、食品安全监督协会组织 13 位消
费者走进杭州新希望双峰乳业有限公
司，零距离了解乳制品安全状况，在与
企业的面对面中寻找答案。
此次活动，消费者实地参观了双峰
乳业先进的现代化生产线，了解了企业
严格的产品检测要求。企业相关负责
人还就乳制品生产过程和如何正确选
购乳制品等做了详细讲解，解答消费者
相关疑问。

所见所闻让消费者代表感受颇
深。
“ 我平时喜欢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
动，今天通过参观和了解牛奶生产线，
获取了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比如在
生产日期的两三天时间里酸奶微甜，时
间隔的远略酸。我会把今天了解到的
这些知识点回家告诉父母，也让他们
长长见识。”来自乔司中学 704 班的消费
者代表龙佳烨说。
消保委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通过
实地参观杭州新希望双峰乳业的生产、
加工、包装一体流程，对食品生产全过
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通过面对面的
沟通，建立消费者与企业交流的桥梁，
对企业起到监督的作用，共筑诚信经营
消费体系。

王 轲

4

您也可以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
添加“余杭晨报”微信，请注明“报料”。
消息一经采用，将有报料奖金。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良渚”
今日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金良
瓶）“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每当
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爱国主义豪情便在心
中涌动。为庆祝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良渚
新城（良渚街道）正式启动“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良渚”活动，一场在今天上午 10 点，坐
标香格里拉；一场在本周日上午 10 点，地点
良渚博物院。
活动主办方良渚新城（良渚街道）工作
人员说，香格里拉的郁金香节正在进行，微
风拂过花海，各色郁金香争相怒放，摇曳生
姿，花海与人海交汇，美轮美奂；良渚博物
院里，全面、立体、真实地向大家展示着良
渚千年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遗产
价值。
据悉，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学院教
授张晓燕，女高音歌唱家黄琦、周一红、赵
艳华、项珮霞，余杭区文化馆独唱歌手任小
伟、余杭好声音樊馨谣等，届时都将出现在
现场，与大家一同深情朗诵、引吭高歌。
此外，浙江音乐学院管弦乐团、浙江传
媒学院朗诵艺术团、杭州浅草弦乐乐团、良
渚文化村旗袍队、良渚文化村合唱团、良渚
一小合唱团、大陆花灯队、良渚云华幼儿园
以及来自良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
行各业的劳动者，
都将倾情融入演出。
与此同时，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良渚”
宣传大片拍摄将同步启动。欢迎读者前往
现场，一起加入这场超燃的快闪活动，说不
定也能成为镜头里的一员哦！
“这不单单是一场对祖国的表白，也是
进一步展现良渚全新面貌的一次机会。”主
办方表示，此次活动虽然名为“快闪”，但相
信活动带来的震撼可以持续发酵，激发更
多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吸引全国甚至全
球各地更多社会精英聚拢到良渚，推动良
渚向规划蓝图上那个富有活力、宜居宜业
的城北副中心、杭州新地标进发！

区运管处开展
“素质提升日”
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卢筱 沈燕 记者 吕
波） 近日，区运管处开展“素质提升日”活
动，旨在加强运管队伍法律素质能力，为我
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实现道路运输行业
平稳发展提供一支高素质、强能力、精业务
的行业管理队伍保障。
当天下午，全处干部职工分片区参加
活动，大家高标准、严要求，对外执法最基
本的动作必须认真做到位，确保训练不走
过场。队列训练结束后，还开展了业务知
识培训。此次“素质提升日”活动为 2019 年
第一期，今后区运管处将按照每月 2 次的频
率举行。

南苑街道举办
春风行动招聘会
提供 1500 个岗位
600 人达成意向

消费者在新希望体验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汤 水 根 记 者 陈
坚） 日前，南苑街道在人民广场举办 2019
年街道
“春风行动”暨人力资源招聘会。
富邦置业、铁流离合器等 120 多家企业
提供各类工作岗位 1500 余个，吸引了 2000
多名求职者前来咨询、应聘，有 600 多人达
成入职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