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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过去一年里，遵义
市消费者协会带领全市各级消协组
织，立足自身职能，密切联系群众，
紧紧围绕“守护安全、畅通消费”主
题，创新工作方法，切实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2021年，全市消协组织
共受理消费投诉 6003件，调处成功
5811件，调处率为 96.8%，涉案金额
672.6524 万 元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642.8316 万元，加倍赔偿消费者
87.03万元。

为了消费者能及时便捷高效地
维护合法权益，大幅提升经营者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意识，切实履
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第一主体
责任，全市消协组织充分调动社会
资源，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到消费维
权的公益事业中来，形成消费维权

社会共治的网络体系，推动消费维
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021年，市消协指导全市消协
组织努力推进优质高效投诉站点建
设，全市消协组织在电力、供水、房
地产、家装、快递、建材、超市、通讯
等各行各业及行业协会建立了一
批精品投诉站点。目前，全市已建
成精品维权投诉站（点）375个，为
及时高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真正解决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问
题，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与此同时，全市消协组织继续
推进消费教育“五进”即进市场、进
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活
动。利用“小手牵大手”的方式，走
进学校宣传消费维权知识，同时，走

进企业、集贸市场、超市、社区等进
行消费维权知识宣传。

针对消费热点、季节消费或节
日消费特点，以及在消费中容易出
现的问题，全市消协组织提前消费
预警或提醒，预防消费陷阱，避免消
费纠纷，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
例如：仁怀发布的家居行业中存在

“猫腻”消费警示；新蒲消协发布的
“网购食品及订餐”的消费提示；习
水消协发布的“双十一”消费提醒
等。去年，全市共发布消费警示或
提醒136次。

去年以来，全市消协组织先后
参与了对农资、食品药品、学校、
汽车销售、快递、餐饮等的监督
检查以及“疫情防控商品”的专
项检查行动，并引导经营者健

全规范制度，督促企业自律，提
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自身
发展。

针对涉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商家，全市消协组织主动进行约
谈，向经营者指出其涉嫌侵权行为，
并督促限期整改，履行好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主体责任，维护好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去年上半年，市消协对“遵义红
星美凯龙”“遵义居然之家”“遵义富
邦家装商城”“遵义欧化家具”等大
型家居商场经营者进行集体约谈，
要求各商场经营者加强对其商户监
管，杜绝商户恶意欺诈消费者的行
为发生。2021年，全市被约谈经营
者80余户。

（记者 向婧）

全市消协组织去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42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 肖文）近日，红花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红花

岗区消费者协会围绕“共促消费公平”的2022年消费维权年主题，深
入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群
众打造安全、畅通的消费环境。

活动中，该局和消协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在调
处消费纠纷中的作用，为消费者排忧解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22年以来，共受理消费投诉、举报 1059件，调解率 100%，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

该局和消协在红花岗区推进“线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活动。
以辖区大型商超、龙头市场、核心商圈等为示范点，积极开展线下购
物 7日无理由退货活动，加大对“线下实体店购物 7日无理由退货”
的宣传力度，充分营造推广实施“线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活动氛
围。今年1至2月，引导32户大型商超、品牌连锁企业、食品生产企
业等经营主体参与“线下购物7天无理由退货”承诺，为消费者“线下
购物7天无理由退货”178件，退货金额49144元。

红花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协会

为群众打造安全畅通的消费环境

在“3·15”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
际，遵义市消费者协会公布 2021年
度遵义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并对
案例进行了评析，有助于市民在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有力地维权。

案例一
水泥混凝土不凝固
消费者获补偿

2021年 9月 10日，习水县消费
者郭某全在经营者肖某强处以 460
元/吨的价格购买 10吨水泥用于硬
化院坝，却出现混凝土不凝固、横梁
裂缝或断裂等状况，找肖某强处理，
经多次沟通未果，请求习水县消协
帮助维权。

习水县消费者协会进行调查
后，依法组织投诉方、销售方、生产
方等 3方进行调解，并达成一致协
议：销售方及厂方补偿给投诉人郭
某全 3万元现金及 7吨水泥（价值
4200元），用于郭某全自行重新整改
200余平方米院坝硬化。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第 27条、第 34条，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二十条的规定，销售方或生产方应
予以补偿。

案例二
定制家具交定金
消协调解获退还

2021年3月5日，赤水市消费者
卢某因装修婚房，与赤水市某定制
家具公司签订定制衣柜合同，总价
4.2万元，已交付定金 2万元。后因
婚房出售，卢某决定取消定制合同，
要求退还定金 2万元。定制公司称
定制的衣柜款式和尺寸已上报总公
司制作，无法退还定金。

虽然在此次定制合同履行中，
定制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有权要
求违约方继续定制合同，不退还定
金，但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在
履行非金钱债务约定中，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时，违约方同样可以主张
解除合同。

经过赤水市消费者协会市中分
会调解，卢某认识到自己的违约行
为是造成此次纠纷的主要原因，愿
意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家具定制公司
负责人考虑到卢某实际情况，且家具
还未制作，主动退还定金1.7万元。

案例三
老人购药遇陷阱
求助消协获退款

2021年 3月 15日，两位 80岁高
龄的消费者到红花岗区消费者协会
投诉，称自己于 2020年下半年在贵
州电视台“多彩云导视”（即 999频
道）节目中看到能治疗高血压等各
种慢性病特效药的宣传后，通过电
话联系，前后购买了价值 6270 元
的两种特效药（药酒）。但后来送
到老人手中的并非电视上宣传的

同名产品，老人心存疑虑，要求退
货被拒。

经红花岗区消协向商家售后核
实调查，消费者投诉情况属实，对方
称产品的药效、功能是一样的，经工
作人员反复沟通，经销商同意退还
未服用部分药品及药酒款 4678元，
消费者同意调解意见。

红花岗区消费者协会借此向广
大老年消费者发出消费提示，在购
买药品、保健食品时，要针对自身身
体需要，增强辨别能力，到证照齐全
的销售场所购买。如果有病在身，
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检查治疗，
以免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案例四
被叠加保底消费
消协帮助维权

2021年 2月 26日，消费者吴先
生到红花岗区消费者协会投诉称，
自己于2020年6月接到移动公司客
服电话，说吴先生是老客户，可将原
有的 198元套餐办理为 158元/月套
餐，消费者认为更改套餐是降低了
每月资费，便同意更改。但结果却
是每月在消费 198元的基础上叠加
了 158元资费。吴先生多次与移动
公司沟通，要求就增加158元套餐费
用予以说明，并要求退还多收取的套
餐费，双方意见不能达成一致。

经过红花岗区消费者协会多
次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中
国移动遵义分公司退还及补偿消
费者 1580 元，取消叠加保底消费
158元/月套餐项目，恢复 198元保
底消费套餐，双方不再为此事发生
任何纠纷。

此案例是一起通讯行业诱导消
费者进入消费陷阱的典型案例。根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
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
的权利。

案例五
商家不退装修定金
消协帮助解忧愁

2021年 7月 19日下午，消费者
向某军及妻子向遵义市消费者协会
投诉，称自己在贵州饰界之星建筑
装饰有限公司交了 10000元装修定
金。后经打听了解，此装修公司缺
乏诚信，不敢让其装修房屋，于是要
求装修公司退还 10000元定金。多
次找装修公司协商，对方只同意退
还2000元定金。

经调查，当事双方未签订定金
合同，只是开具了一张定金收据；装
修公司已给消费者需要装修的房屋
进行了装修前尺寸丈量，消费者房
屋装修的草图已设计好等。基于
此，市消协建议装修公司扣取
2000 元的费用，剩余 8000 元退还
给消费者。装修公司接受了调处意
见，消费者向某军对处理意见也非

常满意。
市消协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

经营者的花言巧语，自己立场要坚
定；在没有完全了解清楚经营者相
关情况下，不要轻易缴纳定金；保存
好各种合同及票据等相关证据。

案例六
买新车变为翻新车
消协维权获退购车款

2021年 1月，湄潭县消费者刘
某从经营者周某处购买了一辆红旗
H5轿车，当时购车时明确要求其必
须是新车，周某也承诺并作出保
证。不久，刘某在为车辆保养时发
现购买的新车是受损翻新车，并委
托车辆保养中心对该车状况进行了
检查鉴定，鉴定意见显示该车多处
零件均有更换的痕迹，确实为受损
翻新车，非全新车辆。经过半年的
协商，当事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于是请求消协帮助维权。

经湄潭县消费者协会湄江分会
调查核实，经营者周某隐瞒车辆真
实车况，与刘某签订了车辆购销合
同，该行为侵犯了刘某作为消费者
的知情权，已构成欺诈行为，刘某有
权向经营者周某提出三倍赔偿。经
多次调解，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一致
协议：经营者周某在 7日内全额退
款 170163.54元，并召回该车，消费
者刘某也表示不再追究经营者周某
三倍的赔偿责任。

案例七
舞蹈培训费交易退费难
求助消协获退还

2021年 9月 6日，遵义市 12345
便民平台分流了一件投诉工单到凤
冈县消协处理，其内容是：曾女士向
凤冈水灵子舞蹈培训机构交了
11500元的学费，交费时是网上交
易，没有签订合同，只有转账记录。
交费后，曾女士因腰痛到医院就诊，
医生建议长期休息，禁止剧烈运
动。因此，她并没有去上过课，但水
灵子舞蹈培训机构却不退还学费。
诉求：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后让该舞
蹈培训机构退还学费。

经过凤冈县消费者协会多次组
织双方反复协商调解后达成一致意
见：水灵子舞蹈机构同意退给曾女
士人民币 10000元整，剩下的 1500
作为曾女士支付水灵子舞蹈培训机
构的违约金，曾女士对此无异议。

案例八
祛斑无效引纠纷
消协维权解民忧

2021年 1月 18日，正安县消费
者协会凤仪分会接到消费者唐某投
诉称：自己在正安县美素日化店购
买的化妆品并无宣传的效果好，希
望帮助为其退款。

经正安县消费者协会凤仪分会
工作人员与双方沟通，耐心调解，双

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被投诉人
退还唐某购买后剩余未使用的化妆
品12200元。

本案例是虚夸美容产品作用功
效引发的消费纠纷典型案例。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第二
十条之规定，消费者有权享有获得
质量保障的公平交易的权利，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应当具备宣传的质
量、性能和用途，本案消费者购买了
两次该化妆品，但使用后并无宣传
所说的质量效果，消费者提出退款
是合理合法的。

案例九
“一口价”黄金饰品诱人
冲动消费掉陷阱

2021年 1月 14日，消费者吕某
打电话到正安县消协投诉称：其母
亲刘某某在正安金六福珠宝店把自
己一条重 25.44克的黄金项链换成
了一个“一口价”的黄金手镯，后来
发现这个手镯的重量只有 13 克，
与原来的项链重量悬殊了 12.44
克。因此，要求该店退还原项链或
换回同等重量的黄金首饰，但遭到
拒绝。

消协从调查的情况来分析，该
店导购员在销售时存在误导消费者
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
知情权。经组织双方反复协商调
解，该店主同意退还消费者 7克重
量价位（3976元）的黄金首饰。

消费者在购买黄金首饰时应注
意：“一口价”黄金饰品一般不以重
量为单位销售，只标明销售价格，其
价格往往是千足金的几倍。消费者
应提前询问导购员是否为“克数金”，
不要盲目购买，以降低购买风险。

案例十
酒店住宿被砸伤
消协维权获赔偿

2021年 6月 28日，消费者文某
在务川世纪大酒店住宿，晚上洗漱
的时候被天花板掉落的物品砸伤头
部，当即家人拨打 120急救电话将
消费者送往医院医治，住院治疗 2
天，酒店方支付所有医药费用
2000元。但在与酒店方协商赔偿
问题时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向
务川自治县消费者协会投诉，请求
帮助。

务川自治县消费者协会核实情
况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通过向
酒店方详细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酒店方认识到
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意对消
费者进行赔偿。最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
条、第十一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
酒店方除支付医药费用 2000元外，
另赔偿消费者在住院期间的护理
费、生活费、误工费等 4500元，共计
6500元，双方达成和解。

（记者 向婧 整理）

2021年度遵义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

仁怀市苍龙街道水塘村大力发展精品水果产业，目前已发
展桃园千亩，樱桃、葡萄、李子等300余亩，去年水果产值近400
万元。同时，围绕旅游产业化发展，该村打造了集观光游览、蔬
果采摘、农家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图为村民正在进行果园
管护。 （记者 一丁 摄）

3月13日，在余庆县白泥镇春景村邓家寨羊肚菌种植基地，
村民们正在采摘羊肚菌。近年来，春景村以“党支部+基地+农
户”的模式发展羊肚菌种植120多亩，年产值达360万元左右，带
动周边群众就业达3000多人次，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记者 杨刚 摄）

务川自治县黄都镇三合村通过“大户+农户”模式发展红
菜薹种植，总面积120亩，平均亩产达3000斤，平均收购价每
斤2.8元，带动附近群众就近就业。图为村民正在采摘红菜薹。

（申犇 张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