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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海珠区会场设有“智能机器人体验区”，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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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昨日举办“3·15”宣传咨询活动，多位街坊投诉同一家装修公司患上“拖延症”

交完17万元 房屋装修一拖再拖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奚慧颖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孙小鹏 奚慧颖 通讯员 穗市监 穗消委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3月 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今年的消费维权主题是“信

用让消费更放心”。 昨天上午，广州市 11 个会场联动举办“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现场受理咨询投诉、开展有奖问

答，并设置“典型案例展区”和“真假商品鉴别区”，解读相关法律法

规和提供商品鉴别技巧。 当天，全市共有 2.2万余人次参加活动。

家居装修、老年人消费是投诉热点

昨日， 全市 11 个会场联动举办“3·

15”宣传咨询活动。 据统计，市、区有关职

能部门、行业协会、大型企业等 318 家单

位派出 1257 名工作人员， 现场接受疑难

咨询 5441 人次， 受理消费投诉 90 件，热

点主要集中在家居装修、 老年人消费、预

付卡消费、教育培训、网络宽带等方面。

市消委会携手律师团和专家库多名

代表，现场为有诉讼需求的消费者讲解准

备工作和分析法律风险。

当天，海珠区会场还设置了“智能机

器人体验区”。不少市民踊跃尝试，通过指

按对话键询问自己想了解的消费知识。咨

询完成后，机器人会自动打印一张“法律

便签”，供消费者扫码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据介绍， 海珠区会场通过 2 台智能机器

人开展消费宣传尚属全国首例。 广州市

消委会表示， 今后将借助同类高科技手

段进一步提高消费维权宣传工作的智能

化程度。

广州市电梯安全运行监控中心还将

直梯和扶梯的模型带到现场， 通过演示

电梯运转原理让市民了解乘坐电梯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危险。特别是被困电梯时不

要盲目拉开轿门逃生，而要由专业人士救

援。

《保健市场消费警示》发布

昨日，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保健市场消费警示》。

目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13 个部

委正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联合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重拳打击虚假宣

传、违法广告、消费欺诈、制假售假、违规

直销和传销等违法行为。广州市也积极开

展专项行动，并欢迎广大群众和消费者提

供保健市场违法线索，广州市各有关部门

将及时调查，并对核实的违法行为依法查

处。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别提醒，保

健品不是药品，保健品不能治病。 不要盲

目参加以“免费体验”“低价推广”为噱头，

以销售产品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

报告、会议、旅游等活动。

广大消费者要自觉抵制、 举报假借

“特许加盟经营”“自愿连锁经营”“网络资

本运作”等名义从事“拉人头”、发展下线、

收取高额“入门费”的传销行为，警惕、远

离以巨额回报诱惑骗取投资款的炒作型

保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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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案例

房屋装修一拖数月无人理

每年 3·15 咨询现场，家居装修

问题都是热点之一，今年也不例外，

甚至还出现几位街坊共同投诉一家

装修公司的情况。

昨日在海珠区分会场， 市民谢

阿姨带着一摞厚厚的装修合同来到

广州市消委会、 海珠区消委会的咨

询台。

去年 7 月， 谢阿姨与广州天地

和智能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装

修合同， 并缴纳了 17 万元装修费，

约定对老房子进行装修， 口头承诺

预计 11 月完成装修。 但是装修进度

完成 2/3 时却患上“拖延症”，一直

拖到现在也没复工， 公司也没有给

出合理的解释。

无独有偶， 现场还有两三位街

坊也在投诉这家公司的拖延问题。

海珠区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对投诉情况进行调查和协调。 广州

市消委会维权专家团一名成员表

示，该合同中存在大量空白内容，没

有约定装修时间、装修效果，建议通

过法律进行维权。

钢琴工作室日日扰人清梦

昨天早上下着雨， 住在滨江东

附近的柯老伯早早来到海珠区分会

场，向消委会投诉噪音扰民问题。

两年前， 柯老伯居住的小区有

一家钢琴工作室开业。此后，柯老伯

等人的生活一直被琴行的噪音问题

影响。“琴行开班教学生，没有安装

隔音设备，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琴音

就开始扰民，节假日也是如此。周边

居民每天早上都会被吵醒， 中午也

无法正常休息。 到晚上 10 点多，琴

声才会停歇。 ”柯老伯说。

柯老伯等人多次和琴行负责人

沟通， 要求对方增加隔音设备降低

噪音、合理安排练琴时间，但均无效

果。柯老伯等人也曾打电话找城管、

警察， 以上部门也都找到钢琴工作

室负责人沟通、教育，但对方仍然没

有改善。

柯老伯向街道办反映情况，居

委会联同社区民警进行调解， 但好

景不长，不到一周时间，噪音又继续

扰民。 琴行负责人甚至还因此事与

柯老伯发生肢体冲突。

现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种情

况更多的是噪音问题， 建议找环保

部门投诉。 针对柯老伯提到的钢琴

工作室营业资质问题， 虽然其取得

工商营业执照，但未办理《民办学校

办学许可证》，因此可向教育部门投

诉。 现场工作人员记录下柯老伯的

投诉情况，将进行调查和协调。

抽油烟机仅用半月就“当机”

售后服务多年来也是投诉热

点。 家住白云区金沙洲的王先生就

遇上了这类麻烦。

今年1月，王先生在海珠区国美

电器宝岗大道店购买了一台约3000

元的美的抽油烟机， 由商家配送至

金沙洲的住处，并完成安装。 不过，

使用半个月后，抽油烟机却“当机”

了

（死机）

，几乎吸不了什么油烟。王

先生先后打电话给商场和厂家。

美的方面随后派出维修人员前

往王先生家维修。 工作人员检查后

表示抽油烟机没有质量问题， 可以

正常运转，是管道方面的问题，于是

将抽油烟机的位置在原来基础上往

下移动了 10 厘米。 可是，调整完的

抽油烟机依旧无法正常使用， 一炒

菜满屋子油烟。 而且因为抽油烟机

距离灶台只有 55 厘米，很容易磕到

头。 王先生因此拒绝支付 100 元维

修费用。

当时厂家客服称还会联系王先

生。 但之后他再拨打客服电话已经

不会回应， 也不会转接人工客服，

只是在后来会收到一条“服务热线

未能接通” 的短信。 国美客服也再

三推辞说“不知道此事” “负责人

不在”。

最后， 王先生选择拨打 12315

进行投诉，目前仍在等待调解。 他告

诉记者， 如果通过调解无法解决问

题，将选择走诉讼途径。

现场专家团的律师表示， 王先

生遇到的这类消费纠纷比较常见。

很多消费者在发现问题后没有及时

作为， 浪费了时间， 也导致事情复

杂化。 王先生比较早就与商场和厂

家进行交涉， 并且拨打 12315 进行

投诉，掌握了主动权。 12315 既是一

个投诉解决机制， 同时也有保留证

据的作用， 对后期维权起着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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