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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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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检查发卡商家的营业执照，
企业需在营业执照核准登记之日起
6个月后才能发卡，经营时间不满
6个月的企业不具备发卡资格。通
常情况下，营业执照会张贴在门店
醒目位置，因此不难确认。

⒉检查预付卡的额度，不要被
高额度、高折扣的预付卡诱惑。按
照规定，个体工商户提供的记名预
付 卡 ， 单 张 充 值 金 额 不 得 超 过
2000 元；不记名的预付卡，单张
充值金额不得超过 500元。一旦不
符合规定，或拒绝购买，或及时举
报。

⒊审慎购卡，购买前必须签订
书面合同，明确具体的服务内容、
使用期限、退卡等条款，不可轻信
任何口头承诺。尤其是涉及个人权

益的内容，务必要求对方写入合
同，以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受骗。

⒋尽量选择有保险的商家。购
卡前，消费者可索取查看企业的单
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登记
证。一旦资金出现问题，这类商家
会提取备用金保障消费者权益，不
会轻易跑路。

⒌尽量选择连锁门店数量较多
的商家办卡，且在办卡后尽快消
费。

⒍一旦得知商家终止经营活
动，及时查看该商家是否提前 30
日发布告示，并以电话、短信、电
子邮件等形式告知消费者。如果没
有，可以向商务部门投诉，要求商
家退还预付卡内余额。

（徐展新 整理）

规避预付卡纠纷
商务部门给消费者六条建议

早在 2015 年，宁波就迈出了
探索预付卡保险的脚步，在海曙小
范围试点。去年 8月，康存网络科
技 （宁波） 有限公司依托“九百
岁”平台构建诚信联盟，喊出了

“只卖有保险的预付卡”的口号。
“我们与国寿财险、长安保险、都
邦保险合作，开发了‘乐付保’信
息管理系统，只要在该平台购买预
付卡，就可以获得保险保障，保费
由加入平台的商家全额承担。”康
存网络科技负责人吕营表示。四个
月之后，这一平台再次升级，增加
了“共享”的功能。消费者可以在
平台内转让剩余额度较多的预付
卡，为其他消费者提供便利，共同
享受商家优惠。

预付卡装上“金融武器”后，
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确有所提升，但
企业发起的平台尚未得到广泛认
可，加入平台时需要支付的保费更

是让大批个体工商户望而却步。在
业内人士看来，“共享预付卡”平
台的属性和个体工商户的需求存在
矛盾，这些商户不愿意接受平台的
管控，也很难做到专款专用，只有
依托政府的力量推动平台扩大，才
能真正形成影响力，为消费者提供
判断标准。

商户不愿交费加入平台接受监
管怎么办？目前，市商务委正着手
建立预付卡行业协会，发挥金融机
构和信用较好的商户的力量，做好

“前道过滤”工作。此外，红黑名
单制度的建立也迫在眉睫，市商务
委将依托信息管理平台和信用评级
系统，让试图藏匿的失信企业无所
遁形。

政府部门已经举起了惩治违法
商家、整顿预付卡行业的旗帜，但
从理论探索到实践落地，尚需一段
时间。

搬出“金融武器”筹建行业协会
政企民多方合力迫在眉睫

健身卡、美容
美发卡、洗车卡、家
政卡……近年来，
五花八门的预付卡
越来越多，一方面
给消费者带来了实
惠和便利，另一方
面投诉纠纷高发。
诸如老板卷钱跑
路、充值卡“缩水”、
服务不满意退款难
等问题屡屡发生，
预付卡消费投诉成
一大热点。

本报记者 徐展新

最近这段时间，赵烨蓉光顾健
身房的次数越来越多，但停留的时
间越来越少。她并不是来健身的，
而是拿着办卡时签署的合同和微信
上的聊天记录截屏，找健身房的负
责人和教练“要一个公道”。

然而，对方放“烟雾弹”的技
巧越来越熟练，赵烨蓉则越来越感
到无力，只能在专门的微信“维权
群”里和有着类似经历的朋友们互
吐苦水。

“今年2月27日，我购买了包含
空中瑜伽项目的小团体课程，3 天
后健身房却通知我课程出现改动，
不仅面向部分会员免费开放，还取
消了空中瑜伽。这算不算侵犯消费
者权益？”

“健身房的会籍顾问、操课教
练和私教都卖卡，他们擅自给出承
诺，却和健身房实际的操课安排不
同，我们找谁说理去？”

“办卡时销售人员表示，原价
2680元的高级年卡可以优惠 500元

出售，其中包括游泳池项目。到现
场却发现游泳池并不存在，消费者
能买到的就是原价 2180 元的低级
年卡，销售人员也承认此举目的是
吸引客户。这种隐性的价格欺诈行
为该如何解决？”

在这个拥有 63 名成员的“维
权群”里，几乎每个人遇到过类似
的困扰。他们的投诉目标是在宁波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健身品牌“美
日”（年初已被江苏健身品牌金吉
鸟收购），投诉的焦点则是“健身
房年卡”，即用于该品牌旗下健身
房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事实上，围绕预付卡产生的消
费纠纷一直是消费者和相关部门的

“心腹大患”，尚未找到根治的有效
办法。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临
近，关于此类事件的讨论再次甚嚣
尘上，接过预付卡举报投诉“接力
棒”的宁波市商务委也行动起来，希
望联手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和消费
者，驱散预付卡消费的重重“迷雾”。

自去年 5月 《浙江省实施 〈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办法》施行以来，我市预付卡投诉
处理部门就从工商部门转移到了商
务部门。据统计，2017 年 5 月至
2018年2月，全市商务部门接到近
6000 件 单 用 途 商 业 预 付 卡 投 诉
件，与 2015 年、2016 年相比，月
均投诉件数持续上升，形势日益严
峻。

预付卡涉及的商业业态纷繁复
杂，大到商场、超市，小到“夫妻
店”，只要存在办理充值卡、消费
卡等业务，就可以用此卡在本企业
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
品、服务。因此，想要妥善处理预
付卡纠纷，必须梳理出这 6000 件
投诉件的来源和类别，掐住其“七
寸”要害。

按照行业区分，美容美发业、
健身和住宿餐饮业是引发投诉的重
点 行 业 ， 投 诉 件 数 量 占 比 高 达
70.2%；按照发卡主体区分，涉及
个体工商户的投诉件占比达 82%，
这些商户规模小、资金有限，一旦
跑路，往往难以追踪；按照投诉类
型区分，消费者要求退卡的投诉件
占总量的 90%，其中商家恶意跑
路、转让或更名是引起退卡纠纷的
主要因素，占退卡投诉件总量的
61.7%。

从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部分

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优势，或以
大幅度优惠欺骗消费者，或以更
名、关店、口头承诺等方式掩盖事
实。“个体工商户用巨额优惠诱骗
消费者买卡，短时间内筹集大量
资金，然后卷款跑路；经营权转
让后，下家拒不认可上家的预付
卡，或强制调整预付卡的相关规
则；做出大量口头承诺，譬如健
身房内有游泳池、美容院办卡有
赠品等，然后拒不兑现。类似情
况屡见不鲜，却难以杜绝。”市商
务委市场秩序处相关负责人鲍伟伟
表示。

据了解，过去 10 个月收到的
投诉件中，80%已得到商务部门的
回复办结，只有一部分陈年积案和
情况较为复杂的纠纷悬而未决。譬
如，香格里蛋糕店已于 2016 年易
主，原经营方处于失联状态；香港
连锁式甜品店许留山于 2016 年底
宣告全面退出宁波市场并发告示宣
布退卡；近期饱受消费者质疑的美
日健身则采取了“拖延战术”，回
复态度积极，投诉数量却没有减
少，一度出现过“每天十几件”的
情况。

跑路、欺骗、设置霸王条款、
开出“空头支票”……经过多年的

“斗争”，这类商家的欺诈手段已不
新鲜，与预付卡相关的恶性事件却
屡禁不止，其中障碍究竟是什么？

10个月接到6000件投诉

寻找预付卡纠纷的“七寸”

“预付卡纠纷往往与消费者切
身利益相关，涉及的金额未必庞
大 ， 背 后 的 冲 突 矛 盾 却 极 难 解
决。”接手预付卡投诉处理工作
后，市商务委的几名工作人员深切
地感到这项工作的难度。面对这些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个体工商
户，监管部门的力量不够，消费者
的认识也不足，给无良商家提供了
可乘之机。

2012 年 9 月，商务部公布了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
行）》，适用对象是“从事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
的企业法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
去年施行的 《浙江省消保法实施
办法》 则将监管范围扩大，将数
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纳入其中，
包括美容美发、保健健身、住宿
餐饮、百货超市、汽车修理、洗
衣洗浴、儿童游乐、教育培训、
文化影院、旅游娱乐等。此举固然
对消费者有益，却大幅增加了监管
难度。

与此同时，监管队伍人数和投
诉件数之间仍不平衡。我市商务执
法改革走在全省前列，已在市本级
成立了专门的商务执法机构，并在
发挥商务领域监管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效，但各区县 （市） 尚未建立专

门的商务执法机构，目前配备了
15 名处理人员、33 名执法人员，
在处理较为烦琐的预付卡纠纷时稍
显力量不足。

更重要的是，部分消费者存在
“病急乱投医”的心理，遇到消费
纠纷时不知道往哪儿投诉、不知道
如何投诉，甚至萌生了“集体上门
抗议”的想法。据记者走访了解，
消费者常常会将普通消费纠纷和涉
及预付卡的消费纠纷混为一谈，在
投诉时找错部门，致使投诉处理效
率低下。

事实上，前者是商家提供的商
品和服务出现问题，后者是商家提
供的预付卡不符合资质，譬如发卡
时间过早、预付卡额度过大、经营
不善时没有及时发布公告退卡等。

“在提供预付卡的消费场所发生的
消费纠纷，往往会涉及预付卡的退
卡问题，但这类纠纷并不在商务部
门的监管范围，需要和工商部门配
合解决。”每次遇到此类投诉，鲍
伟伟都深感无奈，“对消费者而
言，无论纠纷是否与预付卡的资质
有关，都实实在在地侵犯到了自身
权益，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因此，
各部门需要联合‘作战’，不断增
强执法力量，既要解决预付卡自身
的问题，也要揪出预付卡背后的其
他侵权行为。”

目标众多力量不足认识不清
廓清消费市场“道阻且长”

规范预付卡，

有关预付卡消费的纠纷和投诉
时有所闻，媒体也有不少报道。前
不久，我听区商务部门一位负责人
说，他们局里一天接到这方面的投
诉 12 起，可见预付卡消费这个老
问题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已经成
了消费者的“闹心卡”、不良商户
的“圈钱卡”。

预付卡消费本来是一个好办
法，可以达到消费者、商家、市场
的“多赢”。对消费者而言，既可
以享受较大的预存优惠折扣，又安
全方便；对商户而言，既可以稳定
客户群体迅速聚拢资金，又可以

“钱生钱”，变成一种融资渠道，用
于扩大业务规模，改善服务设施；
而对市场来说，可以刺激消费，拉
动内需。正因如此，近年来预付
卡消费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消费
方式，城市里几乎每个人在使用

预付卡。遗憾的是，由于预付卡
的不规范发行使用，加之监管的
滞 后 缺 位 ， 给 不 良 商 户 钻 了 空
子 ，“ 套 路 ” 一 个 接 着 一 个 ，

“坑”一个比一个大，严重侵害了
消费者的权益，导致消费者不敢
大胆使用预付卡，有些人甚至拒
绝这种消费方式。个别不良商户
的歪脑筋，不仅让预付卡“卡”
住了消费者，“卡”住了正常运行
的消费市场，也“卡”住了自身的
利润来源。

预付卡消费和群众的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其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必
须解决。宁波素以商业闻名，在
2017 年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
宁波再度入围新一线城市。希望宁
波在解决预付卡问题上，也要走在
全省甚至全国前列。

（李国民）

别让预付卡“卡”住了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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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胜男 制图

充值卡、消费卡等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早已走进我们的生活。（陈阳 孙佳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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