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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从投诉所涉类别来看：商品类投诉为

8410件，占投诉总量的35.12%。其中通讯

及计算机类产品（2328 件），交通工具

（1058件），视听产品（1038件），服装鞋帽

（960件），家具类产品（891件），分列商品

类投诉前 5位。服务类投诉为 15536件，

占投诉总量的 64.88%。其中旅游（3037
件），食宿、文化娱乐（2422件），金融保险

（2419件），修理加工业（2120件），教育或

培训服务（1162 件）分列服务类投诉前 5
位。

从投诉所涉性质和销售方式来看：涉

及售后服务（14818件）、合同（6258件）和

质量问题（1422件）的投诉居前3位，占投

诉总量的93.95%；通过实体店（13237件）、

网络（12274件）、电视电话销售（238件）等

方式的投诉居前 3 位，依次为 45.37%、

42.07%和0.82%。

主要特点

1、投诉总量增幅明显，突发性、群体

性投诉频发

2018年，浦东新区消保委受理消费者

咨 询 投 诉 总 量 比 2017 年 同 期 增 长

21.45%，涉及总金额 13903.7 万元。其中

接待来电、来访咨询 4830人次，同比增长

19.70%；自行受理投诉23946件，同比增长

28.00%；督办联网单位投诉 5101件，同比

减少0.95%。

浦东新区消保委自行受理的 23946
件投诉案件中，从投诉涉及的类别看，商

品类投诉 8410 件，同比上升 0.25%，约占

投诉总量的 35.12%；服务类投诉 15536
件，同比上升 50.56%，约占投诉总量的

64.88%；服务类投诉占比约高于商品类

投诉 29个百分点。从投诉涉及的性质来

看，质量问题、合同问题和售后服务不到

位等问题是消费投诉的重头戏。浦东新

区消费投诉总量大、涉及领域广、难度系

数高和涉案金额大等特点没有改变，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兴消费热点不断

涌现，既带来了消费的新场景、新体验，

也带来了现行法律法规未涉及的新问

题、新情况，带来了集中性、群体性消费

投诉的频发。2018 年，仅发生在浦东新

区区域内，涉及 30 人次以上的重大群体

投诉案件就有 7起，集中性的消费投诉约

占浦东新区消保委自行受理投诉量的

39.5%。

2、预付式消费与互联网、金融信贷等

捆绑，叠加侵权问题突出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问题一直是消费

维权的热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预付卡

涉及资金总额庞大，资金监管不力；消费者

办卡容易退卡难等。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预付式消费从传统的美容、美

发、健身、餐饮等行业扩展到线上的用车、

教育培训、租房市场、娱乐、生活服务等领

域。值得警惕的是，预付式消费与金融信

贷捆绑叠加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相对突

出。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的信赖，在宣传时

有意淡化贷款压力，以提供巨额优惠作为

“诱饵”或者作为“条件”收取消费者较多的

预付款，承诺提供优质服务，通常情况下双

方是签约的，也有口头约定的。而消费者

总是在商家出现不履行承诺、服务缩水，甚

至关门跑路等情况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当时签下的金融信贷条约中含有各种

“罚”得非常狠的违约条款。

2018年，预付式消费问题也成为消费

维权的新难点。5 月起，“租金贷”“装修

贷”问题被频频曝出，一些长租公寓公司、

互联网装修平台发生资金链断裂，经营者

跑路，导致租户无房可租，装修合同无法

履行，而消费者却仍需偿还贷款。10月，

多家英语培训机构被指通过提供课程贷

款服务，让学员背上几千到十几万不等的

“培训贷”。以浦东新区为例，浦东新区消

保委全年受理预付式消费相关投诉约占

受 理 投 诉 总 量 的 13.87% ，同 比 增 长

9.31%。由“互联网+预售+消费贷”捆绑

营销引发的租赁服务、旅游服务和金融保

险等服务类消费投诉增幅明显，分别同比

上涨70.81%及170%和294%。

3、苹果手机投诉量居高不下，重视信

息安全各方有责

2018年，虽然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的

占有率逐步下滑，但是与其关联的消费投

诉量却节节攀升。据初步统计，浦东新区

消保委受理苹果公司投诉 5002 件，绝大

多数是涉及苹果手机的投诉，同比增长

88.75%，约占浦东新区消保委受理投诉总

量的21.12%。

消费者投诉反映的问题，除了故障检

测、维修质量、电池性能和软件升级等智

能手机售后服务的老问题外，还有“未经

授权的消费”退款申请被系统拒绝的新问

题，它被统称为“账号盗刷”问题，约占苹

果公司投诉量的35%，是引起投诉激增的

“元凶”。苹果用户账号被盗刷的主要原

因，一是因用户账号未开启“双重认证”，

遭到“钓鱼”诈骗的侵害；二是因用户受不

法“退款工作室”的蛊惑，企图通过欺诈退

款或滥用苹果公司退款政策从中牟利；三

是因账号盗刷真伪难辨和系统甄别难度

提高等因素，导致少数用户的正当退款申

请被拒绝。打击“账号盗刷”行为，妥善处

理消费者投诉，需要注重科技创新、优化

产品性能、改进退款流程管理，也需要强

化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提高用户防范意识

和规避意外风险。

4、售后服务问题仍是热点，完善服务

提升市场竞争力

2018年，从浦东新区消保委受理投诉

所涉的性质看，由售后服务不到位引发的

消费者投诉约计 14818 件，占比 61.88%，

同比上升 4 个百分点。从投诉所涉的类

别看，房屋装修、家用电器和服装鞋帽等

是投诉重灾区。

2018年，浦东新区消保委受理房屋装

修 类 投 诉 786 件 ，占 服 务 类 投 诉 的

12.29%。除去出现互联网装修企业聚集大

量装修预付款后携款跑路的情况外，房屋

装修的主要问题是：签订合同前企业有意

压低施工报价以便揽客，施工阶段变相收

取额外费用；订购的装饰材料品牌与销售

人员宣传的不符；施工人员操作不当或因

施工存在质量问题造成其他物品损坏，拒

绝合理赔偿；售后服务推脱、延迟、不履行

等。

2018年，浦东新区消保委受理家用电

器类投诉 1218 件、服装鞋帽类投诉 960
件 ，分 别 占 商 品 类 投 诉 的 14.48% 和

11.41%，此类商品大都是通过网络方式销

售。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厨房类电

器、小家电等的多项功能和指标缺乏国家

统一的标准；售后不及时、不到位，部分厂

商服务意识淡薄，对消费者诉求不重视；

服务广度和深度不够，尤其是边远地区售

后服务缺失；一些售后人员不具备专业服

务技能或水平，安装或者维修时，造就了

新的损失。

修家电更换新配件，是无可厚非的

事。然而，消保委近期接到数起投诉，反

映更换的配件是旧配件，双方争执不下。

王先生一年前买的洗衣机发生了故

障，对方上门查看发现是马达出了问

题。于是，厂家上门更换了一个马达，王

先生觉得洗衣机噪音比原来响了很多，

王先生认为，对方当时上门更换的配件

是旧的配件，要求重新修理。

沈女士家里的液晶电视买了三四

年，突然不能开机，维修站的人上门查

看以后，需要更换一块主板，然而配件

到货以后，沈女士发现配件没有外包

装，看上去还有氧化的现象，但是维修

人员坚持认为是新的配件，沈女士无奈

只能换上。

从法律规定来看，家电维修现有的

三包规定中明确规定维修要更换新配件

的是家用电脑产品、手机以及平板电视，

其他产品要求是“不得使用与产品技术

要求不符的元配件和零配件”，并没有规

定一定要更换新的零件，因此给了一些

责任感缺失的企业可乘之机，并使消费

者权益的保护难度加大。作为有责任感

的企业，就应该本着为消费者负责任的

态度，在更换旧配件时，应尊重消费者的

知情权，让消费者自主选择。如果家电

维修服务网点将回收的旧家电配件当作

新配件出售给消费者的话，那就损害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在没有更换零

部件的情况下，收取消费者配件费的话，

那就涉嫌欺诈。另一方面，零件的“新

旧”定义也是争论不休。消保委也呼吁

能否尽快出台有关细则给“新配件”做个

定义，或者让经营者在报修记录上注明

是“新配件”以便于消费者维权。

去年8月，浦东新区消保委接到30余

件突发性的群体投诉，都是投诉位于浦东

金湘路的上海歆禺房屋租赁公司。

消费者反映，他们通过上海歆禺房屋

租赁公司（爱公寓）租房时，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绑定“平安小额贷”APP 缴付月

租。之后，爱公寓被收购，消费者再次被

迫与“元宝 e家”APP签订新的贷款协议，

不同意贷款就得立刻搬走。租房合同到

期后，歆禺公寓迟迟不退回消费者的租房

押金，同时，“元宝 e 家”APP 也没有完全

与消费者解绑，仍在每月按时发送还款信

息，消费者担心影响自己的个人征信记

录，纷纷来电要求尽快退押金并且解除贷

款合同。

很多消费者向消保委反映，爱公寓在

与房客签约时，平台的工作人员会单方面

操作租客的手机，在租客不知情的情况

下，为其签下一笔贷款合同。根据贷款合

同，爱公寓可以提前从银行拿到一年或两

年的房租贷款，而租客则负责每个月以缴

纳房租的名义偿还贷款和利息。

在网上，消保委搜索“上海歆禺房屋

租赁公司”，看到诸如“经营者跑路”“被骗

贷款”以及“不退押金”的内容比比皆是。

根据《合同法》有关条款，消费者与中介公

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在租赁合同已经终止

的情况下，中介应当按照合同相应的条款

退还相应的押金，如果无法与中介协商退

还，消费者可依据当时约定的争议解决方

式，比如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者

仲裁，要求其返还相应的押金。鉴于目前

这种情况，消保委建议消费者尽快提起诉

讼，避免遇到经营者跑路的情况。

小李买手机一个月后收到了贷款公

司的还贷短信，说他办理了一个长期贷

款。

小李告诉消保委工作人员，一个月

前，他前往某连锁手机店购买手机，营业

员给他推荐一款 oppoV17 手机，还告诉

他，这款手机目前参加以旧换新活动，只

要付1000多元就可以了。小李刷卡买下

了此款手机，然而买完以后，对方告诉他

这款手机是联通定制版，需要办理入网手

续，办理一个18个月套餐，加上手机一共

3000多元，于是小李拿出身份证，又办理

了这个套餐。谁知道，买完手机过了一个

月，小李收到某贷款公司的短信，称这个

月开始，小李要还贷款了。小李越想越不

对，于是来到消保委投诉，希望对方解释

清楚并且解除贷款合同。

消保委工作人员还发现，小李的购物

凭证上写的金额是 7000多元，而非小李

认为的 3000多元，这是怎么回事呢？消

保委联系到了对方的一名男性业务员，他

解释了费用的组成，手机是3000多元，同

时小李办理了一个两年的话费套餐，原价

是 6800元，现在打折是 3000多元。贷款

的事情，经营者辩称小李完全知情，当时

手持身份证拍了照片为证，贷款合同是无

法解除的。小李回想起当时确实拿着身

份证给对方拍了照，小李说，当时他以为

是办理话费套餐的需要，也没多想，最后

那张收据他也没看就收起来了，无奈，小

李只能再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事先隐瞒，购买手机以后，商家才告

诉消费者购买的是定制款手机，需要入网

才能正常使用，导致消费者还需要在商家

处缴纳一大笔话费，这种陷阱，是一些不

法商家经常使用的伎俩。现如今，这些不

良商贩又有了新“套路”，在消费者妥协不

得不办理话费套餐的时候，商家又在消费

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暗搓搓”为消费者办

理了所谓的贷款，这种贷款既无合同也无

收据，即使消费者发现以后也没有证据，

经营者往往能得逞。

消费者秦先生反映，2015年9月他购

买某品牌LED彩电，保修 3年，2017年 12
月彩电主板损坏，与对方联系上门修理，

对方上门修理收取了修理费 780 元。对

于对方的收费，秦先生表示不理解，他认

为主板是主要部件，保修期内应免费修

理，于是投诉至消保委要求退还修理费。

接到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与被诉

方取得了联系，被诉方表示，主板不属于

主要部件，保修期是一年，因此拒绝进行

调解。

众所周知，平板电视机最重要的配件

一是屏幕，二是主板，然而作为最重要的

控制核心的主板却不是“主要部件”，是不

是真的如此呢？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

关公告，平板电视的“主要部件”包括显示

屏、背光组件、逻辑组和高频调谐器，从字

面上来看，确实没有“主板”的字样。液晶

电视的《三包》确实成为了厂家作为拒绝

电视机“主板”三包的挡箭牌。

对此，消保委工作人员认为，国家三

包中包含的“主要部件”就是组合起来能

实现电视机基本功能的各个组件，仅仅排

除了外壳螺丝之类，这才是“主要部件”的

真正含义。也可以这样理解，整机除了外

壳、螺丝、壁挂件外应该都是“主要部件”。

消保委建议，相关政策制订部门可以

在“主要部件”的具体描述中采用更为大

众所能理解的方式来明确主板作为主要

部件的地位，同时消保委也建议消费者，

遇到类似情况，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

时，也可以向工商、质监等部门举报，遏制

这种规避政策的行为。

黄辰毅 制图

消费遇纠纷 投诉有门路

浦东消保委去年受理投诉3万余件

买手机“被贷款”警惕商家新套路

平板电视主板是否属于“主要部件”

家电维修“新旧配件”之争难定论

租客押金难退 暗藏贷款陷阱

2018年，浦东新区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咨询投诉33877

件，比2017年（27893件）增加21.45%，其中接待来电、来

访咨询4830人次，承办投诉23946件，含12345市民服务热线

转办4184件，采用人民调解方式化解消费纠纷5834件，督办

联网单位投诉5101件，约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39亿元。

近年来，浦东新区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年咨询投诉量约占

全市消保委系统受理总量的六分之一，位居全市各区前列。随

着“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对创新产业

的高度重视和扶持，消费模式日新月异，消费能量不断激发，

消费纠纷也呈现出新的热点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