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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洲区发布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近日，嘉兴市秀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 ２０１９ 年度上半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案例一院春节期间暂停使用美团券是
否违约钥
【案例简介】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来电

领域，店家向消费者出售会员卡时，双方

陈先生在装修婚房的卫生间和厨房时，向

司，订购了一批家装用的集成吊顶扣板、

应该签订合同，明确服务的内容、标准、售

秀洲区某电器公司的温州经销商购买了

电器和集成墙面材料。双方约定房屋的设

后服务以及退款、注销等相关事宜 ，双方

一批集成吊顶产品，其中包括两台浴霸。

计、材料、安装均由该公司负责，吊顶和墙

出现纠纷时。像上述的退卡纠纷，若有合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底，陈先生家人在使用其中一

面装修预算总价 ３２９２１ 元。谢先生当场支

理合法的书面约定，双方就可以依据约定

个浴室时，浴霸突然着火 ，后经自救将火

付定金 ２０００ 元。３ 月 １９ 日，该建材公司根

来处理。

但
扑灭。虽然此次事故未造成重大损失，

据谢先生提供的结构户型图，把做好的

人朱先生到秀洲区高照街道某汽车服务
中心洗车，事先在美团上团了一张该店的
２０ 元洗车券，洗完车后工作人员告知美
团券不能使用，且需要支付洗车费 ５０ 元，

案例三院保质期内的预包装食品变质
长虫袁销售者须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简介】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消费者

但美团上并未注明不可用时间。来电人要

戴先生在秀洲区某超市购买了一瓶休闲食

求使用美团券并退还 ５０ 元费用。

是才入住一年多的新房卫生间却被熏得

７２０ 度全景效果图发给谢先生确认。４ 月

面目全非。当地消防部门火灾鉴定认为起

１４ 日，该建材公司经实地测量后，将安装

火系由电器线路故障、浴霸处发生自燃导

合同发给谢先生确认，并要求谢先生补缴

致。陈先生遂向秀洲区消保委投诉，要求

２ 万元材料款 ，才同意入场施工。谢先生

该浴霸生产厂家赔偿损失。

认为已经交了 ２０００ 元定金，余款应当在

品“话梅”
，付了 ９ 元钱，到家打开话梅之后

【处理结果】 秀洲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装修结束验收后再付，因此拒绝签定合同

【处理结果】秀洲区消保委接到投诉

发现瓶子里有许多小虫子，戴先生找到超

查看了陈先生提供的产品说明书，发现该

并付款。双方因此产生分歧，装修进度被

后，立即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店家表示，春

市，
要求超市方进行赔偿。而超市方认为其

产品尚处于厂家承诺的“三包”期限内，遂

搁置。谢先生于是向秀洲区消保委投诉，

节期间，美团券已暂停使用 ，只能用现金

销售的话梅进货渠道正规 ，且未 过保质期，

通知该电器公司进行消费纠纷调解。该电

要求退还 ２０００ 元定金。同时向区市场监

支付，待春节假期过后才能继续使用美团

不应该按《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赔偿。
戴

器公司认为，陈先生安装该浴霸时，是自

管部门举报该建材公司无设计安装资质、

券。朱先生认为 ，购买美团券时商家并未

先生于是向秀洲区消保委投诉。

己请电工操作的，虽然有消防部门的事故

涉嫌超范围经营，要求查处。

告知节假日不能使用，商家此举侵犯了自

【处理结果】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秀洲

认定书，但并不能排除是电工接线失误引

【处理结果】 秀洲区消保委接到该投

己的合法权益。执法人员调查后发现，美

区消保委工作人员组织双方在店铺现场

发火灾的可能性。本着对消费者负责、对

诉后，对该建材公司进行调查核实，发现

团券上并未注明节假日内不能使用，因

调解，工作人员当场查看了戴先生所购

市场负责的态度，该电器公司安排厂里质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含建材、装饰材料等销

此，该洗车店拒绝朱先生在春节期间使用

“话梅”的情况，发现瓶子里面有爬行的虫

量技术人员对该浴霸进行鉴定，终于找出

售，不含装修设计和安装。公司本身没有

美团券的行为属于单方面违约行为。经调

子，但这瓶话梅仍在保质期内。区消保委

了起火原因。原来该浴霸是集照明、取暖、

设计师和安装人员，设计和安装作为售后

解，商家同意退还朱先生多收的洗车费用

工作人员告诉超市方，保质期只是食品生

吹风、换气等一体的多功能产品，共有六

服务的一部分，均是应客户要求而委托其

３０ 元。

产经营者对其食品保质期限的承诺，并不

根电线，接线比较复杂。电工安装时可能

他公司专业人员开展，因此并不存在超范

代表保质期内的食品就不会出现质量变

专业性不够强，且未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

围经营的问题。该建材公司认为 ，在委托

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经营者和消费者

【案例点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质的情况。戴先生投诉的话梅瓶子里都有

操作，接错电线。导致长时间使用后产生

他人帮 谢先生设计和上门测量时均产生

”经营
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虫子在爬行，说明其质量肯定有问题。经

温度过高、绝缘加速老化 、使用寿命缩短

了一定的费用，消费者要求退还全部定金

者在预收消费者的费用后，就形成了一种

消保委工作人员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协商

等原因引发起火。经销商在销售浴霸给陈

是不合 理的。经消保委工作人员耐心调

合同关系，
如果商家为了牟利，擅自扩大自

一致达成调解协议，由超市方给予戴先生

先生时，可能未详尽提醒相关注意事项。

解，双方达成一致，该公司扣除设计和人

己的权利，
不按约定履行义务，就是典型的

加倍赔偿，戴先生表示同意。

经调解，厂家同意对陈先生的损失作适当

工等合理费用，退还谢先生 １０００ 元。

违约，消费者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如双方
协商不成可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案例点评】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

经济补偿。为排除安全隐患，厂家安排经

【案例点评】调解结束后，谢先生表

十八条第八款规定“食品保质期，指食品

销商对陈先生家的另一台浴霸予以拆除，

示，自己在下订单时确实考虑不周全，属

在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 。”

厂家按原价退款处理。陈先生对此表示满

于冲动消费，在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的情况

意。

下就支付了 ２０００ 元定金。秀洲区消保委

案例二院预付式消费袁买卡容易退卡难

《食品安全法》 条文中共有 ２６ 处出现了

【案例简介】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份，消费者

“保质期”这一用语，充分说明食品标签上

边先生在秀洲区高照街道某洗浴中心办

标注“保质期 ”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抓

者，现在的家用电器功能越来越复合化、

时，应当考虑自身的实际需求，冷静消费，

理了 １ 张 １０００ 元的会员卡，但是洗澡时

手，也是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的一条判断

集成化，像集成吊顶组件中的取暖器，现

同时要与销售商签订正式合同，详细约定

发现水温很冷，患了感冒，希望退卡，与店

食品质量的重要信息。但是，
“保质期”内

在普遍集照明、取暖、吹风、换气等多项功

选购材料的品牌、规格型号、数量、价格及

家协商不成后，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上旬边先

的食品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质量合格的食

能于一体，各功能件安装，电线接线一定

付款方式等条款，以备产生纠纷时便于维

生向秀洲区消保委投诉。

品，由于包装、运输、储存、保管等环节的

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如果

权。另外，遇到消费纠纷时，双方应当友好

【处理结果】秀洲区消保委工作人员在

不慎而导致包装破损或不符合贮存条件

条件允许，最好选择经销商的专业电工提

协商，理性维权，避免矛盾激化。

调解中实地察看了被投诉人的洗澡间，发

而导致食品在“保质期”内变质的，一样要

供安装服务。

现取暖设备是一台挂壁式空调，老年人 在

承担食品安全责任。
案例五院维权须理性袁消费忌冲动

冬天洗澡时可能会感觉偏冷，容易引起 感
双方协商一致，店家扣除两次洗
冒。
经调解，

案例四院浴霸安装出故障 袁结婚新房
遭了殃

澡费用 ２８０ 元，退回给边先生 ７２０ 元。
【案例点评】预付式消费是纠纷多发

【案例点评】 秀洲区消保委提醒消费

【案例简介】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家住温州的

【案例简介】 消费者谢先生在油车港
镇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正在装修。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谢先生找到王店镇某建材公

在此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批量装修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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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市场监管局
本栏目由 嘉 兴 市 消 保 委 联合主办
嘉 兴 广 电 报

嘉兴科技城全方位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区
“创新
近日 ，嘉兴市 ２０１９ 年第一批

备制造、新材料等。这些优质项目 的落

嘉兴·精英引领计划”领军人才入选结果

户，将进一步集聚产业高端人才，为嘉兴

１—７ 月实现注册人才项目 ３７ 个，注册资

人才项目快速集 聚。
聚焦“高精尖缺”，

察团近 ３００ 批次，
接待人次达 ４５００ 余人，

公布，嘉兴科技城共入选领军人才 ２４

科技城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智立方上半年累计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考

本 １．９７ 亿元，成功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中

受理各类业务 ３０００ 余项，解决子女入学

人，列全市第一。其中 Ａ＋ 类 １ 人、Ｂ 类 １１

人才数据的不断刷新领先，是嘉兴

村修二、爱德华莫索尔等国际知名专家，
实

共 ２１ 人。加强人才项目管理，上半年清退

人、Ｃ 类 １２ 人，预计可获得嘉兴市级领军

科技城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区的不懈努

现引进顶尖人才 ４ 人（诺贝尔奖 ３ 人和院

项目 １０ 个，
腾空场地 ３１５５．０９ 平方米。科技

人才项目补助 ３２００ 万元。

力。作为红船旁的人才高地、创新高地和

士 １ 人）、国家级高端人才 １２ 人、省级高端

城人才市场上半年共组织 ２３ 场招聘会，
累

为进一步加大创业创新领军人才的

产业高地，嘉兴科技城以“人才改革试验

人才 ２ 人，
完成目标任务 ６０％。

计发布岗位 １１６０ 个，
达成意向 １０７ 个。

引进培育力度，提升嘉兴科技城区域自

区”建设为重点，拓展引才模式 、做强创

聚焦“提质升级”
，创新平台深化建设。

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２０１９ 嘉兴科

新平台、优化人才服务，持续打造人才创

成功创建浙江外国高端人才创新集聚区；

化。修订完善人才政策十条等扶持新政。

技城“南湖英才计划”第二次评审会 于 ８

新创业最优生态。今年以来，科 技城以

嘉兴市诺奖生物科技研究院、嘉兴市区块

建立人才企业网格化管理工作制度、创

月 １４ 日下午在智立方评估中心成功举

“高精尖缺”为导向，不断深化创 新平台

链技术研究院于 ４ 月 ８ 日顺利开院；
新建青

新载体联系服务制度、人才政策培训制

办。经前期申报遴选 ，共有 １２ 个项目进

建设，提升人才服务水平，优化引才环

云加速器、
中欧科技创新园等孵化器 ２ 个。

度等，切实提高为创新载体和人才企业

入路演答辩环节，领域涵盖电子信 息、装

境，全方位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区。

服务水平着力提 升。
聚焦“关键小事”，

聚焦“机制创新”，引才环境不断优

服务的精确性、时效性和有效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