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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殷聪 实习生
孙佳丽 通讯员宣文） 记者昨日
从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的 《2016 年
宁波市举报投诉咨询数据分析报
告》中看到，网购已成为我市消费
投诉的“重灾区”，去年我市网购投
诉猛增200%。

“近三年来，我市网购投诉迅

速 增 长 。三 年 分 别 上 升 34.3% 、
40.6%、200%。”市市场监管局举报
投诉中心副主任姚晨告诉记者，去
年我市共受理与网购相关的投诉
4164 件，与 2015 年相比同比增长
200%。其中，商品类投诉 3819 件，
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长 250%，占
网购投诉的91.7%；服务类投诉345
件 ，与 2015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长
10.6%，占网购投诉的8.3%。

按消费种类分类，投诉排名前
三位的是家用电器 904 件，占网购
投诉比例 21.7%，同比增长 210%；

服装鞋类 780 件，占网购投诉比例
18.7%，同 比 增 长 300%；食 品 249
件，占网购投诉比例 6%，同比增长
240%。

《分析报告》显示，去年网购投
诉受理量最多的是广告争议。去
年 ，12315 热 线 共 受 理 相 关 投 诉
1498 件，占网购投诉总量的 36%，
与 2015 年相比增长 210%。网店宣
传不规范、涉嫌消费侵权已成为网
购投诉新的争议热点。

除此之外，微信及跨境购去年
的消费投诉量上涨明显，与2015年

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76.4%与 100%。
两者投诉较多的分别是优惠促销、
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婴幼儿奶
粉、纸尿裤、保健品、家居用品。

市消保委秘书长侯友杰提醒
消费者，网购时应尽量选择大型的
网络交易平台，多看卖家信用，留
意其他消费者的留言；发生网络消
费纠纷时，消费者要及时取证，截
取网页，保留聊天记录，并及时向
网络交易平台或经营者所在地的
工商及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以
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去年我市网购投诉猛增200%
投诉排名前三位的是家用电器、服装鞋类和食品

本报讯 （记者殷聪 实习生
孙佳丽 通讯员宣文） 记者昨日
从市市场监管局举报投诉中心获
悉，去年该中心共受理消费投诉
3.89 万件，同比上升 15.7%。其
中，汽车、食品、美容美发等方
面的投诉量均超过了3000件。

去年我市商品类消费投诉占
前三位的分别是汽车、食品、家
用电器。随着家用汽车的普及，
与汽车相关的消费争议是去年的
一大热点。去年，我市汽车类商
品的投诉量3580件，与2015年相
比增加 950 件，同比增长 36.1%，
位居商品类消费投诉首位。其
中，产生消费争议较多的是汽车
定金、售后服务、商品质量以及
二手车交易等方面。

食品类投诉量与 2015年同期
相比基本持平，食品消费争议仍

集中在所购食品存在异物、变
质、过期等质量问题以及食品卡
券因过期、店关门无法提货等方
面。家用电器投诉受理量上升
36.7%。其中，网店被诉量上升趋
势明显，特别是网购小家电类商
品的相关投诉增加较多。

服务类投诉占前三位的分别
是美容美发服务、餐饮住宿服务
以及通信服务。去年，我市美容
美发服务方面投诉量上升明显，
达 3316件。美容美发业服务机构
突然关门转让，导致预付卡无法
使用，已成为服务类投诉量上升
的主要原因。餐饮住宿服务投诉
量较多的仍是预付卡、券争议。
去年，市市场监管局举报投诉中
心共受理 770 件因餐饮店关门转
让或预付餐券使用受限而引起的
投诉。

去年我市汽车投诉量最多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陈爽 张海莲）近年来，分期付款
消费渐成潮流，但真正了解分期利
息算法的人不多。一些分辨能力不
强的消费者为此中了商家分期付
款的“套路”，引发消费纠纷。

镇海区澥浦镇居民岑某是名
智障患者。近日，她在镇上某手机
店通过分期付款购买了一部手机。
手机总金额1890元，除去490元首
付款，剩下的 1400 元分 18 期贷款
还款。

岑某父亲得知后，仔细一算，
发现还款金额总计达 2064 元。他
认为女儿是智力残疾人士，搞不清
分期付款的“奥妙”，遂找到手机店
主，要求取消分期付款，然后他一次
性付清余款。而店主则称岑某是自
愿购买商品和签订分期付款协议，
且协议是和第三方金融服务公司签
订的，他无权取消。几经交涉未果，
岑父遂投诉至澥浦市场监管所。

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立即与
店方进行了沟通。工作人员指出，
岑某在法律上属于限制行为能力
人，分期付款购机表面上是双方自
愿成交，但超出了岑某的行为能力
范围。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
法定代理人追认后，合同有效。岑
某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
分期付款协议，属于效力待定合
同，合同能否生效，取决于其法定
代理人岑父的决定。现在岑父明确
表示拒绝追认，这份分期付款协议
应视为无效。

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解说，手
机店主同意岑某父亲一次性付清
余款，并协调解除了岑某与第三方
金融服务公司的分期付款协议。

市场监管部门有关人士提醒
说，消费者选择分期付款需量力而
行，不要盲目消费，还要分清信用
卡分期和信贷分期之间的差别。

分期付款有“代价”
花钱消费需量力而行

本报记者 王 岚
通讯员 王力平 张良

昨天，市城管局供排水集团组
织 40 余名市民监督员和城管义工
参观了北区污水处理厂和东钱湖水
厂，全面了解我市集约治水、分质供
水、科学治污和再生水回用等一系
列“五水共治”成就。

第一站是位于镇海的北区污水
处理厂。只见厂区内花园绿地春意
盎然。而地下是条条管道与处理池：
收集黑黢黢的生活污水，“吐”出汩
汩清泉。据了解，北区污水处理厂服
务范围涉及江北、镇海和海曙三大
区域，服务面积约 178平方公里。今
年初，该厂二期工程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全厂日污水总处理能力

达到20万吨，再生水6万吨，是全市
第一个出水水质达到国家一级A排
放标准的污水处理厂。

在副厂长胡展波的指引下，大
家实地观看了生物反应池、高效澄
清池等一系列工艺池，最终看到了
与自来水无异的清水。

在厂区一角，一间标注有“再生
水洗车”的车间正在冲洗一辆小轿
车，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胡展波介
绍，处理达标后的尾水进一步处理
后产生再生水，可以用来洗车、浇
灌园林，冲洗街道、城市卫生设施
等，还有一部分则排入江河中，补
充水体水量不足。市供排水集团排
水公司副总经理李乔一介绍，再生
水模拟洗车就是要引起市民对再生
水应用的关注。就排水公司而言，
当前努力的方向主要有三方面：一
是用作大型工业企业的生产用水；
二是作为工业水厂的稳定辅供水
源；三是回灌河道，作为生态水的
补充。

参观者们又走进了我市第一座
现代化水厂——东钱湖水厂。“现代
化水厂的核心是‘现代化’，就是出
厂水质、工艺、设备、管理及环境等
方面与国际接轨，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厂长余挺说。据介绍，居高临下
的东钱湖水厂无需加压即可将清澈
的自来水送到千家万户；生产调度
中心，轻点键盘就能浏览各区域的
水压、水量、水质……

跟着水花去旅行
市民监督员和城管义工走进市供排水集团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朱旭 石全） 昨天上午，骆驼街道
骆兴村的秦老伯打开电视机，熟练
地调到一个频道，屏幕上立刻出现
了社区责任医师韩剑妹的笑脸。

“韩医生，我刚量过血压，正常。”
秦老伯高兴地说。另一头，韩医生
使用手机视频叮嘱道：“最近气温
变化大，要注意控制血压。”

坐在家里，通过电视屏幕就能
与医生面谈，接受诊疗和健康咨
询，这让秦老伯感觉像做梦一样，

“太方便了！”日前，镇海骆驼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全省首个智
慧居家“O2O”健康管理平台，

利用 IPTV 打造可视化“居家诊
室”，让辖区老年人足不出户便可
享受“一对一”在线诊疗服务。

骆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钱新荣说，去年下半年起，骆驼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中国电信
镇 海 公 司 携 手 ， 研 发 智 慧 居 家

“O2O”健康管理项目，依托电信
网络电视，将 IPTV 居家健康管理
平台接入家庭，通过整合契约式家
庭医生、远程血压监测管理等项目
资源，打造一个新型的互联网可视
化“居家诊室”。

据 悉 ， 目 前 智 慧 居 家
“O2O”健康管理系统已完成 I 期

平台建设，开通了健康宣教、家
医签约、预约就诊、体检报告查
询、健康档案查询、视频问诊六
大功能，并已在镇海区的 50 余户
家庭试用。居民安装该系统后，
通过 IPTV 平台选择与家庭医生团
队签约，即可享受“1+6”签约服
务。

据悉，系统II期项目将陆续建
设远程血压监管、分时预约、急救
呼叫等功能，并把云诊室、家庭病
床 等 陆 续 加 载 、 融 入 智 慧 居 家

“O2O”健康管理平台，让“居家
诊室”功能更强大，更好地服务居
民。

打开电视，就能与医生面谈
镇海骆驼打造全省首个可视化“居家诊室”

昨天，宁波医药行业协会在
国医堂举办 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活动，现场有名中医把脉、
解答健康疑问，还免费提供药材
鉴别、切药、打粉等服务。

（刘波 摄）

辨识药材

安全用药

再生水模拟洗车。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