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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签证费报价乱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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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转包签证业务是主因
意大利的签证使馆固定费用为 462 元，签 具体签证的费用，这就为不少旅行社漫天
证中心费用为 180 元，共 642 元。而携程 要价提供了便利。
春节假期将至，出境旅游市场持续火 的签证报价服务费就为 192 元，最低报价
签证费用不一的另一个原因是，旅行
爆。调查发现，在线旅游网站的签证业 的凤凰假期服务费也为 117 元，妇女旅行 社在签证办理方面层层委托的现象。不少
务价格在不断透明化，但旅行社的签证 社的服务费最高，
达到 357 元。
没有办理出境目的地国家签证业务资质的
办 理 依 然 是 一 大 暴 利 ，价 格 乱 象 丛 生 。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变化？据了 旅行社依然对外宣称可以办理或者可以
游客对于签证办理流程不熟悉和旅行社 解，
为避免恶意滞留事件发生，大多数国家 “代办”签证。以韩国为例，韩国大使馆领
多层转包签证业务是导致暴利出现的主 的签证办理手续和相关文件较为复杂，不 事部 2 月 1 日更新了 55 家指定的签证代理
要原因。
少旅游企业顺势推出代办服务，能够为游 旅行社名单，其中北京旅行社占 41 家。名
据了解，如今旅行社办理签证价格不 客节省时间以及避免复杂的办理流程。此 单中明确标示出，中国旅行社总社（北京）
一，甚至有些报价相差几倍，而且普遍要 外，
不少国家的使领馆也推出措施，规定游 有限公司、中国神舟国际旅行社、中国金桥
比价格相对透明的在线旅游网站的签证 客只能通过旅游企业代办签证。例如，新 旅游有限公司等 5 家北京旅行社已被暂停
费用贵很多。以新加坡旅游签证为例， 加坡等国家就规定游客只能委托旅行社去 代办业务 6~16 个月不等。而当笔者致电
使领馆的固定收取价格为 153 元；携程的 申请，
不授予个人签证办理，因此签证的具 这 5 家旅行社客服后，发现仍有 4 家旅行
价格为 232 元，加收了 79 元的服务费；北 体办理过程一般游客不得而知，也因此很 社表示可以办理韩国旅游签证业务。其中
京领航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报价则高达 少有游客关注出境签证费的使馆固定价 一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对此直言，虽然旅
550 元，服务费高达 397 元；而最低报价 格，
更不知道服务费是如何收取、应该收取 行社暂停送签，但可以交给其他旅行社去
的凯撒旅游报价为 198 元，服务费仅 45 多少。
“我们出国签证费都是旅行社说多少 代办。
“签证业务被韩国使领馆叫停，是因
元。
是多少。”北京游客孙先生表示，很多旅游 为出现游客滞留海外不归的现象。有资质
欧洲旅游目的地签证服务费用更高。 团签证费都被包含在团费里了，也不显示 的旅行社可以给我们同行价，我们再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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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出售给客户。而且产品多为机票、酒
店加签证的打包出售，签证贵几十元对消
费者来说没什么。
”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签证已经成为
类似“可口可乐”的商品，品牌方（即使馆）
选择自己的授权代理商（即授权旅行社），
然后向消费者进行出售。旅游方面的律师
也表示，我国目前没有对签证代办业务的
相关规定，这种操作并不构成违法。至于
乱收费的现象，现在也没有相关法律或者
文件对其有明确规定。但签证办理这种收
费乱象的存在，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也让各国大使馆对指定代办签证业务的规
定形同虚设。
而且一旦旅行社相互委托办理签证引
发纠纷，往往也很难判断谁是谁非。有业
内人士表示，
“这需要根据旅行社之间签订
的合同来判断。但是我国目前没有签证相
关的同业合同规范，因此消费者权利的维
护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二线城市手机阅读
市场潜力大
本报讯 （徐 红)手机阅读
APP 掌阅 iReader 近日正式对外
发布了《2014 年掌阅国人阅读习
惯报告》，展示了不同类型消费者
的阅读特征和偏好。
有人说中国人不爱看书，但
掌阅科技总裁张凌云则不这么认
为，他表示：
“2013 年每个掌阅活
跃用户 1 年可读 6 本书，2014 年
这个数字涨到了 8 本”。2014 年，
掌阅日活跃用户 1500 万人，月活
跃用户达到 6000 万人。
数据显示，2014 年，广东省
移动阅读用户数量全国居首，山
东 、河 南 、江 苏 、四 川 、河 北 、浙
江、湖南、湖北、安徽分别排在第
2 到第 10，而经济发达的北京排
在 第 16 位 ，上 海 排 在 第 21 位 。
这一排名与全国人口省份排行
榜基本吻合，这也显示出了手机
阅 读 在 二 、三 、四 线 城 市 巨 大 的
市场价值。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2014 年
掌阅 50%以上的用户为大学及大
学以上学历，这表明手机阅读的
受众知识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
度，这从畅销书排行榜上可见一
斑，
《纸牌屋》、
《货币战争》、
《大数
据时代》等书成为热点。
从年龄层次看，90 后用户达
到 53%，而 80 后用户达到 22%，
70 后和 00 后为 11%，而 60 后极
少。这一数据表明具有更旺盛的
求知欲和相对充裕时间的 90 后
已成为数字阅读的绝对主力，80
后已显颓势，
未来份额还将减少。
在家庭方面，单身用户所占
比例最高，达到 4 成，其次是为人
父母的用户，接近 3 成，而恋爱期
和成双入对但未生子的用户看书
比例不高，时间都被两人世界所
占去。
在收入方面，大部分用户还
属于普通收入层次的用户，但年
薪 10 万以上的用户也到达 15%，
其中不乏 50 万以上年薪的高收
入人群，其阅读比例高于低收入
人群，且阅读内容也有很大区别。
从阅读内容上看，各省市存
在着鲜明的倾向，可反映出各个
地域的文化和经济特色，如喜欢
历史、政治、互联网类书籍的地区
是北京；喜欢金融和自我激励内
容的地区是上海，喜欢理财书籍
的是广东和福建；喜欢数据类的
书籍是浙江等。
据掌阅分析师介绍，知识类
书籍的购买量增长很快，未来以
学习和提升为目的的用户群将成
为手机阅读的第一用户群。

寒假到来，山东
省邹平县黛溪街道的
东明、黛中等社区的
综合服务中心、活动
实践基地以及特长培
训学校向中小学生免
费开放，为假期中的
学生们提供绘画、书
法、围棋、舞蹈、跆拳
道等多种技艺的学习
及活动场所，丰富中
小学生的寒假生活，
让中小学生快乐过寒
假。
董乃德 摄

山东烟台汽车消费投诉增长近 4 成

退换车难上难
山东烟台汽车投诉总量同比增长
36.5%，平均每天有近 2 件相关投诉。近
日，山东省烟台消协及工商、质监等部门
提醒，消费者购车前应充分了解相关的
汽车消费知识，谨慎选购。

2013 年末，烟台市城镇居民家庭家用汽
车保有量百户达到 35.59 辆，比 2012 年
同期高出 9.4 个百分点。家用汽车保有
量 的 增 多 ，也 引 起 相 关 投 诉 的 大 幅 增
加。此外，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显著增强、
汽车质量难以保证，都是造成烟台市汽
车投诉连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质量和售后成投诉热点

烟台无一退换车成功案例

□莫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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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心工作
刚刚过去的 2014 年，汽车消费纠纷
再次位列年度 10 大投诉热点之一。烟 人员衣学红表示，仅从目前情况看，汽车
台市消协副秘书长姜黎明介绍，从 2009 “三包”或许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者的
年起，汽车消费已经连续 6 年成为消费者 维权意识，在对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力度
投诉热点了。来自烟台市工商局 12315 上，
特别是退车、
换车的问题上，
还要打几
“汽车有质量问题，符合条件的，
指挥中心的统计显示，2014 年共接到各 分折扣。
类 汽 车 消 费 投 诉 699 件 ，和 2013 年 的 消费者可以要求销售商退车或换车。但
是工商部门过去一年接了这么多投诉，
凡
512 件相比增长了 36.5%。
各 种 各 样 的 汽 车 投 诉 案 例 不 胜 枚 是涉及到质量问题的，
商家给消费者的处
真
举。2014 年 10 月 13 日，芝罘区的李先 理结果多数还是赔偿一定费用或维修，
生到当地消协反映，他在某汽车城购买 正能做到退车或换车，
目前还没有。
”
衣学
一部汽车，开了不到 1 个月轮毂就出现了 红说。
裂纹，事后找到销售商要求退货并给予
来自质监部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赔偿，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李先生只得投 烟台市质监局稽查局负责人刘建功介
诉到消协。后经过消协工作人员认真调 绍，过去这一年，市质监局 12365 热线接
到不少关于汽车质量的投诉，同样没有
解，
经销商为李先生更换了新轮毂。
姜黎明介绍，过去一年，消费者反映 出现成功退换车的案例。
“处理汽车质量
的汽车消费问题主要集中在车辆质量性 投诉，必须严格依照‘三包’规定。之所
能和售后服务两个方面。例如，汽车质 以没有能够成功为消费者退换车，是因
量问题突出、汽车预订纠纷多、紧俏车型 为我们接到的这些投诉，确实是没有达
加价提车、经销商强制购买保险、搭配购 到汽车‘三包’所规定的退换车条件。”刘
装具、翻新车当新车卖、售车不同时给付 建功说。
车辆合格证、
售后服务不到位等。
一些消费者则直言，相关部门的维
近几年来，烟台市汽车类投诉不断 权力度很大，但汽车“三包”关于退换车
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姜黎明总结，主 的要求太多太繁琐，让“达标”几乎不可
要还是现在汽车销量成倍增长，总量太 能实现。
大了，难免造成投诉也跟着水涨船高。
当地市民赵凯举例说明，
“发动机、
变

速器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
累计
更换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可以退换
货”，但各个品牌汽车对主要零件的认定
是不一样的，
说到底，
达不达标，
完全要取
决于厂家。一位一线调解人员也表示，
到
现在为止，全国范围内也仅仅退换了 400
多辆，平均下来，一个地级市能有这么一
件成功退换车的案例就算是多的了。
”

方先生是芝罘区黄务的一家销售国
产品牌轿车的 4S 店的销售人员。在他看
来，
汽车
“三包”
对退换车的条件规定得太
细，
“很多车主只是开车，
对汽车并没有很
深的研究，根本闹不清楚到底什么条件，
就我们干这行的也没有几个人明白，
最后
拍板的都是厂家。”
“另外，车主说车有质
量问题，你如果不相信厂家的结论，就必
须提供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这对于一般
人来说太难了，
上哪儿去检啊？难道你真
的要把车运到天津、
重庆去检一检？万一
没检出问题来，
成本有多高？全得车主自
己承担。
”
方先生告诉笔者，
听同行说起过
有几个车主提出检车，
但一听说烟台不能
检，全都打了退堂鼓，最后基本都和店里
达成协议，
继续免费维修。
鉴定难、举证难，让消费者退换车难
于上青天。烟台市虽有国家机动车配件
质检中心，但不能对整车进行检验，消费
者只能去外地检验，成本高、风险大，多
数消费者便放弃了退换车的要求。
“不管怎样，还是应看到汽车‘三包’
积极的一面。相信未来国家会增强‘三
包’的约束力和执行力，让它发挥出更有
力的作用。”烟台市工商部门的一位工作
人员说。

进口葡萄酒喊出“白菜价”
临近春节，消费者聚餐必备的酒类产
品进入最后杀红眼促销阶段，葡萄酒促销
比传统白酒厉害，市场上更出现了 38 元一
瓶的法国进口葡萄酒，价格直逼国产葡萄
酒。有多位行业人士分析，各渠道都在趁
着最后的销售旺季清理库存，预计 2015 年
市场行情还将继续下行。

进口葡萄酒低至 38 元
随着春节的临近，酒类产品的促销可
谓是“杀红了眼”，其中进口葡萄酒促销力
度之大更是少见。在广州永旺、家乐福等
多家大型超市，有不少进口葡萄酒给出了
吸引人的促销价格。以一款产自法国的小
马庄红葡萄酒为例，750ml 装售价仅为 38
元，这一促销价格将持续至 2 月 18 日除夕

当天。此情此景之下，国产葡萄酒优势不 参与 10 元秒杀。笔者在现场看到，采购节
再。以产自山东的 750ml 装长城干红为 推出了 16 个国家的葡萄酒联合特惠展销，
例，在家乐福的售价为 27.8 元，相比上述 其中 2010 年慕乐威佳酿红葡萄酒原价是
38 元的法国进口葡萄酒，并没有太多的价 300 元/瓶，折扣价 98 元/瓶，低至 3.2 折，
格优势。
2011 年愿望树 AOC 红葡萄酒原价 140 元/
和君咨询分析师刘文明表示，进口葡 瓶，5 折后特价 70 元/瓶。
萄酒如此大规模进行促销，必将给张裕、长
品牌白酒促销低至 5 折
城等国产葡萄酒品牌带来不小的冲击。
有不少消费者也借机入手看好的进口
“看到如此低的价格，我们心里都在滴
葡萄酒。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费者表 血”，首届世界葡萄酒采购节活动的主办方
示，他购买了一瓶产自西班牙的葡萄酒， 负责人表示，市场好时根本不需要做这种
“58 元，比国产酒还要便宜，不一定留到春 促销。
节，
平常喝也很好”
，该消费者如是说。
在采购节现场，不仅进口葡萄酒，茅
实际上，
不止超市渠道在大力促销，经 台、五粮液、国窖 1573、剑南春、茅台系列
销商方面也已经坐不住了。由广东省酒类 酒、汾酒等白酒名酒也加入到促销的行列
行业协会组织举办的首届世界葡萄酒采购 中来，有 6~9 折不等的折扣。其中，原价
节活动中，
广东省内多家经销商参与其中， 1280 元/支 的 750ml 装 52 度 国 窖 1573
在为期 15 天的大促中，2 万瓶进口葡萄酒 （2011 年）6 折促销后的价格仅为 768 元。

四招辨别
壁纸好坏

本报讯 （王文郁）近日，辽宁省消费者协会公布
壁纸类商品比较试验结果。经测试的 18 个品牌壁纸
样本中，有一个品牌的壁纸样本耐摩擦色牢度不符合
标准。
据了解，辽宁省消协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
份，在沈阳部分商场随机购买了 18 个品牌的壁纸，委
托抚顺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依据国家标准 QB/
T4034-2010《壁纸》，对壁纸商品的湿润拉伸负荷、耐
摩擦色牢度、
褪色性、有害物质（包括钡、镉、铬、铅、
砷、
汞、硒、锑、氯乙烯单体、甲醛）等指标进行了测试。检
测结果显示，甲醛、重金属元素（铅）、重金属元素（汞）
三项指标都在安全范围之内，重要环保指标均达到了
国家标准。
本 次 比 较 实 验 发 现 ，标 称 美 国 克 莱 温 爵
（CleverHome) 壁 纸 中 国 代 理 公 司 ，克 莱 温 爵
CLEVER HOME 品牌，批号：
“PR98029”，该测试样
本的耐摩擦色牢度不符合标准。
比较试验还发现，抽样的 18 种产品中，大多数产
品都只用英文书写了如何粘贴壁纸的方法，最小单元
外包装缺乏中文字样和关于产品的基本信息，购样过
程中经营者仅口头说明产品来源是进口。消费者的知
情权没有得到体现，进而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辽宁省消协提示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壁纸商品
时，除了看其外表和装修效果，还要看其品质。决定购
买时，要确定所购买的每一卷壁纸是否是同一批货，壁
纸每卷或每箱上是否注明生产厂名、商标、产品名称、
规格尺寸、
等级、生产日期、批号、可拭性或可洗性符号
等。消费者还要保留好相关凭证。此外，可通过看、
摸、擦、闻辨别壁纸好坏：
看，看壁纸的表面是否存在色差、皱褶和气泡，壁
纸是否图案清晰、
色彩均匀。
摸，用手摸一摸壁纸，感觉它的质感是否好，纸的
薄厚是否一致。
擦，可以裁一块壁纸小样，用湿布擦拭纸面，看看
是否有脱色的现象。
闻，如果壁纸有异味，很可能是甲醛、氯乙烯等挥
发性物质含量较高。

鉴定举证难住消费者

今年酒类产品面临下行压力

□ 李冰如 黄芳芳

春节期间，资金普遍紧张。P2P 平台已经开始发
力“抢钱”
，用各种促销活动吸引投资者，甚至不惜烧钱
“加息”
。分析人士指出，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不要
贪图高收益。投资者一定要多了解网贷平台风险，尽
量选择信息披露较多，透明度较高的平台。
美堂 作

参与此次采购节的广东中外名酒专卖
行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惠东表示，参与
此次促销主要是为了消化库存，此次促销
预计将亏损 30%～40%左右。
笔者在超市等多个渠道也看到，商家
同样推出了白酒促销活动，除了价格上的
折扣外，多个超市更是推出“加一元多一
件”的活动，
优惠直抵 5 折。
“现在库存那么多，
降价也是在给自己降
压力”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超市销售人员
说，
囤积的酒类产品一旦错过春节这一销售
旺季，
来年将面临更大压力。刘文明表示，
行
业形势走下行趋势，
酒类产品流通渠道也在
发生变化，
商家甩货是在清库存去压力。
广东省酒类行业协会秘书长彭洪也持
有相同的观点，他说，葡萄酒经销商如果不
趁此期间积极清理库存，商家 2015 年将面
临更大的压力。

燕窝海参等
禁止入境

本报讯 （马意翀）亲朋好友在春节相互馈赠礼品
是中国的传统习俗，随着羊年春节的临近，一些燕窝、
海参、珍奇宠物、
奇花异草等物品常常作为礼物被寄入
国内。不过相关专家提醒：包括动植物及其制品在内，
不少外国物品是不能携带、邮寄入境的。
据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工作人员介绍，2014
年郑州机场出入境航班 9818 架次、出入境人员 91 万
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52.1%、47.5%，出入境检验检
疫部门共截获禁止旅客携带入境的动植物产品等检疫
物 3525 批次，是 2013 年截获量的 5.6 倍，主要包括各
种水果、海鲜、动物标本、燕窝、肉制品、鸡蛋、牛奶、土
壤等，从中共检出各类动植物疫情 147 批次，其中 8 批
次检出了我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像大家过年喜欢采购的香肠、肉松、燕窝、海参等
都是不能携带、邮寄进境的，因为肉类及其制品都存在
携带禽流感、口蹄疫及其他检疫性疫病的风险。”河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邮检办事处主任孟振北说。
“还有人
喜欢购买一些鲜活植物来装饰房间，这些鲜活植物可
能携带各种病菌、害虫，会对河南农业造成危害，也是
不能携带、
邮寄进境的。”
消费者在海淘或让亲友邮寄或携带物品之前，最
好了解一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查看一下自己要
邮寄的物品是否在相关规定中。

老人消费
须防“免费赠送”

本报讯 （安 雅）近期，北京市工商局接到多位
老年消费者投诉，称一些公司打着免费赠送产品的幌
子骗取老年人的信任后非法敛财，北京市工商局日前
发出消费提示，警惕“免费赠送”陷阱。
2015 年以来，北京市工商局 12315 消费者申诉举
报热线经常有消费者反映，有些公司租用商务酒店作
为活动场地，打着厂家开展宣传活动免费赠送产品的
幌子，骗取群众、
特别是老年人的信任，进而非法敛财。
北京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指出，此类欺骗手段主
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短期租用商务酒店举办活动，并且
不登记任何信息，
受害者被骗后无从追；二是在工商检
查中，行骗团伙出示外地营业执照、批准文件等相关材
料，给查处带来困难；三是往往以送产品并返还押金的
形式骗取消费者信任，而后由小到大，不断增加押金额
度；四是多为短期活动，当受害者发现被骗后，活动已
经结束，人去楼空。北京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提醒消
费者，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形式的“免费赠送产品”活动，
特别要警惕“先交押金，送产品再返押金”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