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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消委会发布2018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这些“消费坑”，你踩过吗？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近日，东莞市消委会发布了 2018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通过消委会、律师点评，提醒消

费者科学、理性、绿色消费，倡导经营者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强化自律意

识，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17 年 11 月，消费者张先生在

东莞市道

滘

镇“菁英时代”楼盘中购

买了一单元商品房 ， 并交付了

210773 元首付款， 后因无法办理贷

款导致无力一次性交付全款，要求房

地产商退回首付款， 但遭到拒绝，遂

投诉至市消委会道

滘

分会。 经调查，

消费者与房地产商签订的合同上，明

确约定了房地产商只是协助消费者

办理贷款， 并非承诺一定办理到贷

款。 经分会多次调解，房地产商最终

同意退回消费者首付款 160773 元。

案例一：房贷不通过 开发商有权没收首付款？

凤岗“七路八桥”动工

记者日前从凤岗获悉，凤岗“七路八

桥” 工程正式动工， 工程总投资约5.8亿

元，道路建设总里程约5.7公里，桥梁建设

总长度约4.8公里。 今年计划总投入约1.6

亿元，完成道路工程4项，桥梁工程1项。

据了解，“七路八桥” 工程包括新建

七条道路，分别是凤嘉路、碧湖大道延长

线、兴贤路、凤凰围一号路、凤凰围延长

线、政通路延长线、雁田长排路；新建八

座跨线桥分别是凤清路与凤深大道跨线

桥、凤清路与永盛大街跨线桥、理光路与

碧湖大道跨线桥、 凤平路与碧湖大道跨

线桥、凤深路与碧湖大道跨线桥、凤清路

与兴贤路跨线桥、 东深二路龙凤大道跨

线桥、东深二路玉泉路跨线桥。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赖鸿程 刘贤杰 谭庆伟

东方双债添利成立来

净值增长率超

50%

今年来，A股经历频频上涨后又短暂

回调。 市场人士认为，高等级信用债以及

兼顾股债两市的二级债基存在着投资机

会。 东方双债添利债基紧跟市场风向灵

活调整股、债配置，自成立以来净值增值

率超过50%，业绩持续优异。据了解，作为

二级债基品种， 东方双债添利既能够享

受股市上涨带来的收益， 也能够在震荡

市有着债券投资的保障， 其投资于债券

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

2016 年 10 月， 消费者邓女士

在东莞市石碣还媛美化妆品店预付

了 6000 元， 与该店签订消费协议，

约定消费满 6000 元， 每月返 900

元。 邓女士称， 商家仅返一个月后

没有再返还。

经市消委会石碣分会介入调

查， 商家是通过交纳一定费用， 通

过第三方平台返现给消费者。 现平

台已倒闭， 公安已介入调查。

案例二：返利陷阱多 别因贪念掉陷阱

2018 年 12 月 11 日，消费者张女士

反映， 她交了 800 元给东莞市长明家庭

服务有限公司作介绍费， 聘请了一位家

政服务员， 工作了 1.5 天后该服务员自

行离职，公司不作另外介绍，也不退款，

遂投诉到市消委会长安分会。 据张女士

提供的缴费发票及收款收据显示， 写有

“家政费一次性服务费， 不做跟进调换

（不退款）

”。长安分会认为该条款属经营

者单方面制定的排除法定义务、 减免自

身责任的不平等条款，不应作为不退款、

不跟进的依据。

案例三：

家政服务纠纷多

使用需谨慎

虎门服装组团集中亮相“ 服装国展”

为期三天

（

3

月

12

日

~3

月

14

日）

的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CHIC2019

（春季）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东

莞市虎门镇童装、女装、龙头市场、中

国风、供应链等14家品牌企业抱团“出

征”，一展服装名城风采。

14家虎门品牌企业抱团参展

据了解，CHIC是亚洲第一、 世界

第二的覆盖全产业链的服装服饰专业

博览会，是国内最集商贸洽谈、渠道拓

展、 资源整合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优

质综合资源平台， 被业界公认为中国

服装品牌和市场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

者。今年吸引了法国、意大利等16个国

家和地区的1365家展商和1453个品牌

参展。

记者获悉， 此次抱团参展的虎门

品牌企业有14家。 其中，三木比迪、精

典小贵族、白马天使、歌贝儿、欧恰恰、

52017六家童装组成虎门童装专区，亮

相2号馆上海国际儿童时尚展览会，为

继2014年后虎门童装再度组团进军

CHIC。富民集团携旗下四大原创时尚

品牌及服装供应链平台，以“虎门富民

馆”的形式集体亮相4.1号馆“最美女

装” 展区， 是富民集团四度组团出击

CHIC。 同时，中国风品牌木棉道和棉

麻 风 女 装 品 牌 hemp life on cotton

house 均在4.1号馆闪亮登场。

开幕当天，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会长孙瑞哲，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

会长、流通分会会长夏令敏，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服装协会会

长陈大鹏等，在虎门镇副镇长黄沛民，

虎门服装服饰产业管委会主任谭志强

等陪同下，参观了虎门童装专区、虎门

富民展馆等，了解各品牌的参展情况。

参展服企通过展会拓展市场

多年来， 为帮助品牌企业树立形

象、 拓展市场， 虎门多次组团参展

CHIC，不少服装品牌从中获益，如虎

门本土设计师原创品牌意澳正是通过

连续三次参展CHIC迅速在业界崭露

头角。 黄沛民表示，组团参展知名展会

是虎门服装“走出去”、打造区域品牌的

一大重要举措，虎门14家企业的成功展

出，展现了虎门服装的良好形象和南派

服装的独特魅力。 他希望，参展服企通

过此次展会，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行业

资讯，促进行业对接与合作，大力拓展

海内外市场，进一步提升虎门品牌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继续为虎门服装产业做

强做大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次参展品牌之一木棉道创始人

徐爱东表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尤其是虎门镇政

府对服装产业的大力扶持， 更坚定了

木棉道“带着中国风走出去”的决心。

此次木棉道携经典作品亮相CHIC，也

是希望借此舞台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带领品牌走出去，开拓更广阔

的市场。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涂姮娥

简讯———

点评

市消委会：

该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购房合同，仅约定开发商协助办理

贷款义务，贷款不成造成违约退房的责任，主要仍在于消费者。 但此案例中，消

费者并非有违背诚信、恶意违约的主观意思，开发商应予以酌情退回购房定金。

律师：

消费者如果出现贷款不成的情况，首先要分析房贷不成是否由于开

发商原因，例如是否由于开发商提供的证件资料不齐全。 如果不是，那么从法律

角度而言，贷款不成并不属于不可抗力或其他法定解除条件。 其次，再看商品房

买卖合同中关于贷款的约定，例如开发商承诺办妥贷款，或者约定将“贷款不

成”作为可以合法解约的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特别约定，那么消费者是不能以

此理由擅自提出解除合同的，否则就构成违约，开发商有权依约没收定金或者

追求其他违约责任。

点评

市消委会：

本案例中，消费者被商家推销返利忽悠，误以为消费返现比美容

消费款还高，遂签订返现协议。 未料消费返现平台倒闭，商家亦深陷其中。 实际

上，消费返利暗藏金融投机行为，首先，“高额返现”本身不具有持续的可操作

性。 二是，返现和消费行为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这样就往往导致出现前期正

常返现，后期就“短路”不见踪影的现象。

律师：

当返利不能兑现时，如果消费者无法举证商家承诺对返现承担连带

责任，那么消费者也只能找返利平台进行追索。 一旦平台倒闭，消费者无法与商

家进行协商，只能以合同欺诈对平台进行报警处理或者起诉平台。

点评

市消委会 ：

消费者选择家政服

务，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了解清楚

家政公司提供服务的性质。属于提供

中介服务，还是直接由该公司提供家

政服务。 二是挑选证照齐全、信誉良

好、规模较大、服务规范的家政服务

公司，勿贪图便宜接受上门推销或路

边揽活的“家政服务游击队”。三是签

订书面合同或协议,明确约定服务的

时间、内容、价格等,还要对节假日服

务价格、服务人员不履行合约等情况

做特别约定， 避免约定含糊不清，造

成维权困境。四是保存发票、协议，发

生纠纷时，有据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