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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四川省消委会发布了
2018 年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涉及微信积赞赠商品、出境旅游强
迫购物、农机致残商家拒赔、“专家”讲座藏“陷阱”等案例。

四川省 2018 消费 维权十大案例
案例 5 “专家”讲座藏“陷阱”

案例 1 微信积赞赠商品
2018 年 6 月 14 日， 乐山市峨眉山市消委会接到
孙女士等三位消费者投诉，称她们在微信朋友圈参加
了商家的集点赞兑换赠品活动，但孙女士等到该店兑
换赠品时遭到了拒绝。
【处理结果】峨眉山市消委会工作人员接诉后，向
该经营者宣传法律法规后，该店店长当即承诺按活动
规则对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兑换赠品。

案例 2 出境旅游强迫购物

2018 年 12 月 7 日， 遂宁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
会收到以张先生为代表的 21 名消费者反映在遂宁市
船山区某酒店内有人以“专家”讲座的方式，借机推销
红光治疗仪、激光表等保健产品。 张先生希望消委会、
工商部门对该会销场所进行检查， 帮助劝导老年人不
要执迷不悟、上当受骗。
【处理结果】经遂宁消委会、遂宁市工商局监督，目
前该公司已退还消费者现金 40 余万元。 目前该案已由
遂宁市工商局立案调查。

2018 年 8 月 10 日， 消费者刘女士向四川省保护
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书面投诉称：在旅行活动中，有五
个购物点，与事先签订的合同约定不符，要求退还品
质旅行团与低价团差价共计 8000 元。
【处理结果】接到投诉后，省消委会工作人员结合
双方签订的合同等相关证据进行调解，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由经营者向四名消费者退还旅游团差价，共计
8000 元。

案例 3 过年看电影遇故障
2018 年 2 月 16 日， 资阳市乐至县消委会工作人
员接到消费者投诉称：众多消费者购票后在资阳某影
业有限公司观看电影时，因设备出现故障原因，电影
播放无声音， 找电影公司负责人协调赔偿损失无果，
投诉到消委会请求解决。
【处理结果】经乐至县消委会调解后，消费者和电
影公司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电影公司向不愿意继续
观看电影的消费者退票并赔偿票价一倍经济损失。

案例 4 农机致残商家拒赔
2018 年清明节前，消费者陈先生的妻子在使用刚
购买的电动铡草机时，食指被搅断。 陈先生与德阳什
邡市农机销售店协商无果后， 向什邡市消委会投诉，
请求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处理结果】4 月 10 日，经什邡市消委会调解，经
营者赔偿陈先生妻子医疗费、 误工费等费用共 5 万
元，现金当场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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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将该投诉请求
录入中国消费者协会电商消费维权绿色通道 （直通
车）平台。 平台支持退货退款，钱款三个工作日内原路
径返回其账户，建议保管商品，商家要求退回时配合
寄回。 张大爷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案例

消费者曾女士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与成都市
某品牌一体化家装公司签订 27 万元“拎包入住”装修
合同。 施工当天，发现合同中有很多项目根本达不到
“
拎包入住”条件。 2018 年 9 月 4 日，曾女士将该装修
公司投诉到成都市消费者协会，要求终止合同，全额
退款，并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费。
【处理结果】成都市消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
经调解，该公司同意全额退款。 曾女士提出的精神损
失费消委会不予支持。

案例
案例 6 预收百万“关门走人”
2018 年 5 月 7 日，广元市利州区消委会先后接到刘
先生等多名消费者投诉称， 位于广元市万达广场二楼的
广元某宅配经营者杨某预收家具订货款后关门走人了，
请求消委会为他们维权。 同时消费者将此情况向万源派
出所报了案。
【处理结果】接诉后，利州区消委会立即会同辖区消
委分会对投诉情况进行调查。 在相关部门配合下将住房
以 158 万元出售， 除去偿还银行贷款和拖欠的物流费用
后剩余 67 万元全部按比例退还消费者。消费者对处理结
果表示满意。

案例 7 八旬老人网购引发纠纷
家住广安市武胜县的消费者张大爷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委托侄女在某网络商城购买了一个价值 340 余元
的足浴自动按摩洗脚盆， 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使用不
到 2 个月，就出现足盆无法工作的现象，无奈之下消费者
向武胜县消委会投诉。

星
期

1

（二月十二）

中央电视台

09:25 剧场：启航(25-27)
13:13 平凡岁月(39-42)
19:38 焦点访谈
20:06 寻找最美医生颁奖典礼
通川频道
中央电视台 -2
（广电 4 电信 134）
11:16 妙用中国造
08:20 把爱带回家（53-56）
21:48 财经人物周刊
12:25 皇子归来之欢喜知府
中央电视台 -3
（22-29）
13:30 越战越勇
19:40 今日通川(首播）
19:30 开门大吉
20:00 通川播报(首播）
中央电视台 -5
20:20 幸福照相馆（25-26） 10:31 2018/2019中国男篮联赛
22:35 33集电视剧：
14:30 2018/2019意甲第28轮
铁血武工队传奇（9-11） 19:30 天下足球

9 定制衣柜甲醛超标

2018 年 6 月 25 日， 家住泸州市叙永县城消费者
叶先生向叙永县消委会投诉称， 他于 2017 年 6 月在
叙永县某建材营销中心定的品牌全屋整体衣柜，板材
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叶先生投诉要求：退货、商家全额
退款及承担延期入住产生的租房费用。
【处理结果】9 月 28 日，叙永县消委会组织双方调
解，依据检测报告和双方达成检测协议，至此这起因
定制衣柜甲醛超标引起消费纠纷获得圆满解决。

案例10 开发商乱收费
2018 年 11 月 9 日， 自贡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
会接到消费者陈女士投诉，称在没有自己委托的情况
下，有人代替她签字了一份 2 万元的房屋认购协议及
一份 8000 元的入会申请。 陈女士认为非本人签字的
合同是无效的，特向消委会投诉，要求商家退还 28000
元。
【处理结果】自贡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受理
消费者的投诉后，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商家退还消
（综合）
费者陈女士 2 万元定金和 8000 元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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