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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治理预付式消费出
现的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解决预付卡
消费问题，关键在推动关口前
移，强化“政府引导、企业参
与、市场化运作”机制，落实好
商户预付资金管理制度，让“经
营归经营，金融归金融”，从而
在源头遏制商户无序扩张，防范
预付卡发卡商户挪用资金、卷款
跑路等风险。

记者获悉，市消保委、市商
务局近期印发通知，明确鼓励、
支持第三方机构参与单用途预付
卡资金日常管理工作；支持第三
方机构自建消费服务平台，帮助
商户发卡及推广，并落实金融机
构存管专户等模式，为预付卡资
金“保驾护航”。

市消保委已选定鄞州区消保
委作为试点单位。宁波智慧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了第三方
机构报名入围、商户调研和软
件测试等工作，该公司负责人
说，预付卡纠纷作为百姓消费
的“痛点”，正是大数据公司的

“攻坚点”。目前，该公司正在开

发一个名为“放心充”的城市消费
服务平台，最快将于 9 月亮相智博
会。

据悉，“放心充”城市消费服
务平台上线后，可以对消费者预付
资金进行有效监管，只有消费者实
际产生消费并确认核销后，这部分
资金才会划拨给商家。此外，该平
台能够以数据报送的方式将商户备
案、日常发卡及经营情况及时报给
政府监管平台，成为政府监管的有
力助手。

目前，“放心充”城市消费服
务平台开发建设已进入尾声。“效
果如何？期待消费者来检验。”该
公司负责人说。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除
了建立宁波市单用途预付卡信息监
管平台外，我市还将制订出台单用
途预付卡管理规定，探索引入保证
保险制度，并出台宁波市单用途预
付卡购买合同 （示范文本），引导
商家及消费者使用统一的合同示范
文本。

这一系列革新动作的成效究竟
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报也将
持续关注。

破解消费者维权难
宁波探索值得期待

预付式消费矛盾频发，成为消费纠纷的“重灾区”。（王鹏 摄）

预预 付卡是预付式消
费的载体，分为多用途预
付卡和单用途预付卡。前
者由专营机构发行，可跨
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
用，由人民银行监管；后
者由商业主体发行，只能
在该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
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
务。单用途预付卡在商品
类和服务类交易中广泛存
在，是监管难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在教育培训、美容美
发、体育健身等多个领
域，因商家停止服务、中
止经营甚至关门停业，部
分地区预付式消费矛盾频
发，成为消费纠纷的“重
灾区”。

如何防止消费者被形
形色色的预付卡“卡”住，
确保从源头上“勒住”这匹

“狂放野马”？全国各地都在积
极行动。

宁波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纠
纷高发原因何在？该如何为预付式消费
加上“安全阀”？让我们一起关注。

制图 韩立萍

制图 易鹤

三问 宁波预付式消费

●●●●●●●●●●●●●●●●●●●●●●●●●●●●●●●●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预付式消费现状如何？？？？？？？？？？？？？？？？？？？？？？？？？？？？？？？？●●●●●●●●●●●●●●●●●●●●●●●●●●●●●●●●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纠纷高发原因何在？？？？？？？？？？？？？？？？？？？？？？？？？？？？？？？？●●●●●●●●●●●●●●●●●●●●●●●●●●●●●●●●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如何为预付式消费加上““““““““““““““““““““““““““““““““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安全阀””””””””””””””””””””””””””””””””？？？？？？？？？？？？？？？？？？？？？？？？？？？？？？？？

●

记者记者 易鹤易鹤 实习生实习生 王一禾王一禾 郭婷茜郭婷茜

据央视报道，近日，北京
部分地区开始试点推行“预存
宝”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广
泛好评。以朝阳区为例，今年
初，朝阳区试点推出“预存
宝”微信小程序，由朝阳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与银行合作，商
家将其全部预付费产品或者部
分预付费产品接入“预存宝”
平台，银行对经过平台流转的
预付费资金进行 100%监管。
当消费者付款时，资金自动转
入银行资金存管账户，只有当
消费者在商家消费并现场核销
后，银行才将当笔费用划转至
商家结算账户。

据悉，目前累计有 400 多
家企业加入该平台，涵盖教育

培训、美容美发、体育运动、洗车、
餐饮等行业领域。在这一管理模
式之下，“预存宝”资金监管平台
在预付式消费中起到了类“支付
宝”的作用。用户充值的会员卡金
额存到第三方银行，商家只能自
由支配消费者已实际消费的额
度，改变了此前预付式消费案件
单件案值较小、监管部门处理预
付费退款纠纷流程长、消费者维
权艰难的状态，强化了对预付费
消费领域的事前事中监管，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关门“跑路”
风险，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一模式为治理预付式消费
乱象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易鹤 整理）

为预付式消费装上“安全阀”
北京部分地区力推“预存宝”

“只需花上几百元办卡，就能
在一年之内无限次住全国民宿！”
看到这样的宣传语，你会不会心
动？

2019 年以来，会员制民宿卡
的“江湖”开始热闹起来。宁波也
冒出了一些涉足会员制民宿卡的公
司，但这场“狂欢”如同潮水一
般，来得快，去得也快。

最近，多个市民向记者反映，
他们先前买了宿百家的民宿年卡，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预订民宿。不
过，近段时间，很多人预订的民宿
房间被突然取消了，连房间的押金
也无法退回，而宿百家也无法给出
一个满意的答复。

市民鲍女士说，去年 8 月，她
花 1000 多元买了宿百家民宿的年
卡。宿百家规定，会员缴纳入会费
用后，在预订民宿房间时，只要再
向宿百家平台缴纳 499 元的押金就
可以免费入住。在成为会员的大半
年时间里，鲍女士的确享受到了宿
百家承诺的服务。今年 6 月，她完
成 了 会 员 续 费 手 续 。 不 过 ， 8 月
初，鲍女士预订的民宿突然不能入
住了，会员费和押金也无法退回。

鲍女士并非唯一的受害者。据
了解，宿百家有多个微信会员群，
每个群有几百人，每张卡年费加押

金在千元以上，涉及的金额不是一
个小数目。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作为一种
新型消费模式，已在美容美发、健
身、餐饮、娱乐、家装、教育培
训、商业零售等诸多行业广泛应
用，发展迅速。经营者在锁定客
户、回笼资金、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实
惠和方便。

市商务局商贸运行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我市预付式消费市
场迅速发展，预付卡发卡企业、商户
已超过 3.5 万家，营销规模接近 100
亿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八成被
调查者有过使用预付卡的经历，其
中三分之二被调查者手中有一张到
五张预付卡。持有 100 元到 500 元面
值预付卡的人数最多，预付卡面值
最大的在万元以上。

巨量预付式消费的存在，也引
发了各种纠纷。调查发现，我市预
付式消费投诉每年有上千件。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由预付卡引发的
消费纠纷更是增加了近 20%。

事实上，预付卡消费纠纷激增
并非孤例。仅 8 月份以来，全国就
有数十家预付卡消费机构因关停、
不返还消费者预交费被投诉，其中
不乏知名机构。

预付卡“套路”深
“馅饼”变“陷阱”

众所周知，预付式消费为消费
者先付款后消费形式，消费者先履
行义务，后得到权利，而经营者先
获得权利，后履行义务。由于预付
式消费周期长、变数多、经营者缺
乏约束等，易产生消费纠纷。

市政协经济委和市工商联曾联
合进行调研。调研发现，我市当前
预付式消费主要存在 3 个方面的问
题：

其一，发卡方“跑路”，消费
者维权难。去年下半年，一家英语
培训机构突然关门，2000 多名消
费者受到损失，金额在 6000 元至 2
万元不等，最终只能通过司法途径
来维权，时间久、成本高、损失大。

其二，发卡门槛低，处罚力度
不足。预付卡超发、滥发行为较为
普遍，监管部门无法准确、及时、

完整地了解发卡信息。尽管相关法
律规定，对发卡企业违规发卡且拒
不改正的，可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但对于动辄发卡金额上
百万元的企业来说，10 万元罚款
难以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其三，行业生态脆弱，扰乱市
场秩序。目前，许多行业的预付卡
发放行为已经扰乱了市场秩序，影
响行业健康发展。“超低折扣”成
为消费陷阱，预付卡异化为融资工
具，无序发卡导致行业发展偏离正
常轨道。不发卡的经营者因为处于
竞争劣势，也被迫开始发卡，从而
陷入恶性竞争。

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仅靠
单一部门依据有限的针对预付卡的
法律、规章，极难规范发卡行为，
导致监管乏力。

先付款后消费行为
成为维权“老大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