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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上海为健身预付卡开出“后悔药”，设“七天冷静期退费”

预付卡：我想静静，容我再考虑 7 天
据 新 华 社 广 州 11 月 20 日 电
健身卡没办多久，却遭遇健身房
“跑路”，不少消费者遭遇类似负面
消费体验。近来，针对健身房等预
付卡消费带来的行业乱象，深圳、
上海等地推出“后悔药”，一段时
间“冷静期”内可予退费。
一石激起千层浪，预付卡“冷静
期”引起不少网友“点赞”，但一些业
内专家认为，真正让“良币”驱逐“劣
币”，还需不断完善预付卡消费监管
机制，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健身服务预付卡消费的投诉，有关健身
行业关门停业的投诉 189 家。
为减少健身房预付卡消费模式带来
的负面体验和风险，不少地区开始采取
措施。今年 10 月下旬，深圳市消委会联
合 10 家健身品牌举办健身行业品质承诺
活动，推出“七天退款冷静期”和“私
教课程不捆绑消费”承诺。
11 月初，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联合上海市体育局等共同制定 《上
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 （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健身卡的
“七天冷静期退费”条款。

“冷静期”扩“后悔权”边界
专家、消费者认为值得提倡

卡还在 店没了
多地新措剑指预付卡乱象
预付消费易“跑路”
、开卡容易退卡
难、口才一流服务差……如今，群众对
健康生活相关消费与日俱增，但部分健
身房带来的体验却难言满意。
来自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收到 1537 宗涉及

邓永说，目前七天无理由退款制度还仅局
限于线上购物，当面交易的接触式购物不
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款制度，包括健身在内
的线下消费领域，
并没有涵盖在内。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任重表示，
“七天退款冷静期”实际上是将“后悔
权”扩张适用于健身行业。但消费者协
会并非行政管理机构或健身行业管理机
构，因此宜通过消费者和健身房自行订
入合同以及调整格式条款的方式进行。
“‘七天退款冷静期’还不仅仅是消费
者的
‘后悔权’
，更是
‘体验期’。”
消费者李
女士说，健身卡一般金额较大，消费持续
时间较长，更需要通过亲身体验才能对健
身机构的各种设施和服务有更深入了解。

实际上，近期健身行业热议的“七
天退款冷静期”
，与网购商品“七天无理
由退款”制度有相似之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5 条规定，经
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
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还要“管一管”
完善预付卡监管机制
实际上，预付卡乱象频出的不只是
健身行业。在餐饮、美发、美容等领
域，预付卡消费几乎成为“标配”
，一些
商家用各种手段吸引消费者预存大量现
金，但有些涉嫌变相融资、非法集资，
甚至出现卷款跑路的现象。

不少专家认为，一方面类似“七天
退款冷静期”的自律举措值得鼓励，另
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完善预付卡消费监管
机制，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邓永表示，健身房夸大宣传甚至
“跑路”，是预付卡消费乱象的侧面反
映，根本原因还是当前对预付卡发卡主
体的监管不到位。
法律界人士建议，完善预付式领域
相关立法，规制发卡主体、发卡行为和
发卡金额，加强对预付款的资金监管。
同时，理顺维权渠道、简化维权程序，
加强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力度，对
违法经营者及时查处、及时公示。
10 月下旬，《江苏省预付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 发布，除了“消费者
有权自付款之日起 15 日内无理由要求退
款”外，还提出江苏省建设统一的预付
卡管理服务平台，依法为经营者和消费
者提供预付卡信息归集、公示、查询和
风险警示服务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新华说，
不断强化经营者在法律上的义务，不断
加强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消费者权益
就能更加有效地得到保障。
专题

扫码可报名

卖了 1000 多份报纸，
“报童之星”王文稀体会到赚钱不易——

卖报钱大部分花在家人身上

小报童王文稀

“卖报赚的钱来之不易，不能乱
花 ， 我 都 用 来 买 学 习 用 品 和 书 了 ！”
2020 年周末亲子卖报“报童之星”评
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目前最
活跃的小报童之一，10 岁的吴多峰已
经意识到了赚钱的不易，花起钱来也
是每一分都要用到刀刃上。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报童之星”
活动中，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让孩子支
配自己的卖报所得。“最多的时候一天
卖出去过 135 份报纸，虽然赚到了钱，
但连瓶饮料都不舍得买，全部攒起来
了。”报童王文稀的妈妈邝海容告诉记
者，每一笔卖报收入女儿都会仔细攒起
来，需要用钱时会经过家长同意再支
出。
“文稀攒的卖报钱除了买学习用品
外，大部分都花在了家人身上，这周
末还说要请我一起去看电影呢！”邝海
容说，王文稀在卖报过程中体会到了
赚钱的辛苦，变得非常懂事，处处都
想着为父母分担，“暑假卖报攒的两百
多元钱，国庆我带她出去玩的时候，
她说要自己负担自己的开销。”
从“南国卖报小行家”到“报童
之星”，小文稀的懂事和能干让家里人
倍感欣慰和自豪。“从暑假到现在应该

卖出去 1000 多份报纸了，每周末她七
点就会去取报，上午卖完再回家，不
论刮风下雨都一如既往。
”
参加了“报童之星”活动的刘祺
今年虽然才 10 岁，但已经有 4 年的卖
报经验了。“最开始跟着姐姐一起卖
报，一天最多卖出去过 30 份，现在自
己也能独当一面了。”刘祺的爸爸刘阳
益告诉记者，自打孩子参加卖报活动
后，性格变得活泼了很多，见到陌生
人也不再害羞了。
“卖报赚的都是辛苦钱，要经历多
次拒绝才可能卖出一份报纸，孩子们
体会到赚钱不易后，对待自己赚的钱
就不像以前那么大手大脚地花了。”刘
祺爸爸感慨，这种克服困难将一份份
报纸卖给读者的经历，将是孩子人生
中不可多得的成长财富。
据介绍，“报童之星”评选活动将
根据报童综合得分评出 25 个奖项，最
高奖项为 8000 元 （含税） 的奖金，评
选活动报名将在 12 月 6 日截止。还没
来得及参加的小报童和家长现在可以
下载新海南客户端来报名参与“报童
之星”评选，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
难忘的回忆。
（韩星）

报名方式
1、打开新海南客户端首页，点
击“报童之星”按钮进入活动页面；
2、在 活 动 页 面 点 击“我 要 报
名”，填写资料后点击提交即可完成
报名；
3、完成“报童之星”评选报名
后，通过联系以下周末亲子卖报热
线，咨询领取报纸与卖报相关事项：
海口：
王雄 18889946566；
文昌、琼海、万宁、屯昌、定安：
赵志海 13976322100；
儋州、澄迈、临高、昌江、东方：
李荣彬 13876071190；
三 亚 、陵 水 、乐 东 ：张 春 燕
13876833603。
更多活动详情可在新海南客户
端首页，点击“报童之星”按钮进入
查看哦！

活动须知
出于安全考虑，参加“周末亲子
卖报”的报童们，在开展售报活动时
须有监护人进行陪同。
（声明：
本次活
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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