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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消委会发出消费警示———

预付式消费不能“逾期作废”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黄玮晶 梁康迪

网上消费因为优惠力度大， 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但是不少人往往

会因为个人原因忘记消费所购之物。

那么已支付的费用超过了购买时所标

示的有效期限， 就逾期作废了？ 正逢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佛山市消费者

委员会

（下简称 “消委会”）

提醒广大

预付费消费者： 预付式消费， 包括线

上购买的优惠券、 线下购买的消费卡，

都属于私有财产， 不能因过期而被

“没收”。

代金券过期， 购买费用不予退回？

记者从消委会了解到， 许先生于

2018 年 3 月在佛山五星级酒店公众号

微商城分批购买了该酒店中餐厅代金

券， 后来遗忘了。 最近想继续使用，

却发现早已超过有效期。 该券的使用

说明是“逾期作废， 所支付的购买费

用不予退回”。

消委会认为， 本案许先生的购买

代金券的行为， 实质上就是经营者给

出优惠条件， 消费者预付款的行为。

消费者许先生是预付款的所有权人，

涉案的款项尚未进行消费。 酒店以格

式条款注明代金过期无效为由不予退

还， 利用格式条款排除或者限制消费

者许先生退款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酒

店经营者退款责任， 加重了消费者的

责任， 侵害了消费者财产所有权的合

法权益， 所以是违法无效的。 酒店应

当依法将涉案金额全款退还。

对不合理条款可提出异议

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预付费式消费

的约定过期意味着消费者与商家之间

的服务关系终止，消费者不能再享受优

惠服务，但预付金额仍然金额属于消费

者私有财产，不能归于经营者。 消费时

双方应约定预付费的使用和退回方式。

2012 年，由商务部制定的《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正式实

施，对预付卡的发放、使用、退还等环节

以及保证金制、实名制、备案制等各项

管理制度进行了规定。 其中明确了“记

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

得少于 3 年；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

额的不记名卡应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

服务。 ”

因此， 消费者应根据个人需求理性

进行预付费式的消费，仔细阅读服务或商

品的格式条款和合同细则。消费者对不公

平条款要及时提出异议。必要时增加书面

备注条款，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遭遇侵权要及时主动维权。 消费时

就要注意了解售后服务渠道，既是作为

判定企业信誉条件之一，也是以防万一

维权需要。 千万莫以资金量少或手续问

题而放弃保护自己权益的权利。

消委会在以往消费咨询中发现大

部分消费者因预付款消费卡上的金额

数值较少，往往主动放弃保护自身合法

权益。 该行为只会助长更多的不法经营

者的侵权行为。 另外，消费者要注意保

留消费凭证及有效证据。 遇到侵害自身

消费权益的情况，有利于合理合法地维

护消费权益。

佛山商事签实名认证已达6万人次

去年12月至今市场主体实名认证已达4.33万户

近日，记者从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了解到，商事制度改革宽进措施的全

面落实，极大地促进市场活力，市场主

体持续快速增长。 但是，冒用他人身份

信息骗取商事登记的行为时有出现，

“被老板”、“被股东”现象已成为社会高

度关注、群众高度关切的问题。 对此，佛

山以优化商事登记准入环节、推广“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以及完善市场退出机

制为抓手，推进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无

缝闭环管理，有效防范、打击和遏制虚

假登记违法违规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佛山自主研发

出佛山市商事主体 24 小时自助办理商

事登记智能系统，推行申请人办理业务

时刷身份证进行人脸匹配，确保申请人

身份的真实性。 2018 年 7 月至今，通过

24 小时自助登记智能系统办理登记业

务已近 2.3 万户。 目前，通过 24 小时自

主智能系统办理的设立登记业务已达

到总登记业务量的 40%，达到个体登记

业务量的 60%。

同时， 新开发的“佛山商事签”

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上线实名

认证功能。 全面覆盖内资股份有限公

司、 内资有限公司、 内资合伙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业务所涉的出资人

（股东）

、 法定代表

人

（负责人、 经营者）

、 合伙人、 执行

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 董事长

（执

行董事）

、 副董事长、 董事、 监事、 经

理

（总经理）

、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

代理人、 联络员、 财务负责人等需要

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的所有人员

中的中国内地居民。 重点以远程电子

签名全程认证为基础， 相关申请人通

过微信移动端口进行线上实名认证，

确认注册登记委托关系， 从而大大降

低个人身份被冒用登记的风险。 2018

年 12 月至今， 实名认证的市场主体已

达 4.33 万户， 认证 6.05 万人次。

另一方面，佛山市大力落实商事主

体简易注销工作，为市场主体退出营造

便捷、良好的服务环境。2018 年，全市注

销市场主体共 55060 户。 2019 年 1 月至

2 月底，全市注销市场主体 9231 户。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通讯员 卢沁

南海新增九家企业获海关高级认证

通关更加便利，还可享受 39 个部门的“联合激励”政策

3 月 12 日，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

团）有限公司、广东志高暖通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蒙娜丽莎贸易有限公司

等九家南海企业获颁海关高级认证

（AEO）证书。 此前，2018 年南海办总计

培育 34 家南海企业成功成为高级认证

企业，86 家企业成为一般认证企业。

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邀请其上

级部门广州海关的业务专家，为到场见

证的 200 多家南海大中型进出口企业、

报关行的高管，宣传讲解一系列海关企

业信用管理新标准、政策内容。 佛山海

关驻南海办事处副主任陈顺贞表示，

“我国已与 36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

AEO 互认。 尤其是下一步，我们国家将

进一步加大与‘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和

地区签订 AEO 互认协议的力度， 南海

办也将支持并培育更多的企业成为

AEO 企业。 ”

近年来，借力 AEO 认证，南海企业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提速加油、收获颇

丰。 记者了解到，这九家获颁 AEO 证书

去年已经认定了，并且开始享受优惠政

策。 广东蒙娜丽莎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霍荣铨说， 拿到 AEO 高认资质确实

为公司的瓷砖出口业务带来了更多的

订单，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订

单比以往增加了 30%。 此外，坚美集团

旗下的两间公司均顺利获得海关“AEO

高级认证”。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

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刘建辉说：“成为高

级认证企业后， 公司 2018 年出口贸易

总额约为 6574 万美元 ， 同比增长

18.34%，货物查验率降低 50%，通关时间

和通关成本下降 40%。 ”

AEO 认证提高了企业的综合竞争

力，也让企业在国内其他领域可享有的

“至尊待遇”也越来越多。 高级认证企业

的信用等级目前已获得税务、 银行、发

改委等 39 个部门的认可， 各部委对海

关高级认证企业联合激励要求已细化

为 17 条 41 项可落地、可操作的激励措

施，形成服务套餐供企业自主选择。

南海办副调研员梁毅锋透露，关检

融合后的新海关有更丰富的服务手段

和措施， 南海办将从提升监管效能、提

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培育外贸发展新优

势等方面持续发力。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见习记者 翁旭雯

九家南海企业获颁

AEO

证书。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