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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24 小时内退款手续费高达 80%？

“十一”
黄金周在线旅游平台频遭投诉退款难
客服表示，
由于每个订单是有不同的代理商，
所以
每个订单的退款规则都不同，有些订单手续费是
会收取 80%，
但平台没有办法统一规定。
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旗下“电子商务消费纠
纷调解平台”用户投诉案例库显示，艺龙、飞猪、
发现旅行、侠侣亲子游等平台存在拒不退款等
问题；马蜂窝、同程旅游等平台的机票高额退票
费问题突出，酒店订房等服务也存在高额退票
费问题。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蒙
慧欣说，
根据投诉的案例来看，
消费者购买在线旅
游产品，
因临时突发情况或到店后不满意，
认为产
品宣传明显不符，
涉嫌虚假宣传要求退款，
多数平
台都拒绝退款。
事实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

条对网络交易 7 日内可无理由退货的例外情况作
了列举，
并设置了兜底条款。除消费者定作的、鲜
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拆封的数字化商品等之外，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退货，且无
李新师、李华夫妇不
须说明理由。
慎将其儿子李浩森出生
今年 7 月 16 日，民航局发布了《关于改进民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
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航空公司要 R130902138，声明作废。
设置阶梯退改签费率制度，严禁 OTA 平台在退
改签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收额外费用。
“票品一概地‘不得无理由退票’是不可取的
霸王条款。
”
蒙慧欣说，
实际上商家可效仿机票、火
车票等设置梯度退票费率，对于不影响商家再次
销售的情形下，甚至也完全做到 7 天无理由退
款。
(新华社杭州 10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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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货不对板退款
难、退票手续费高达
80%、默认“捆绑”搭
售 依 然 存 在 …… 刚
刚 过 去 的“ 十 一 ”黄
金周期间，不少消费
者对部分在线旅游
平台（OTA）频频“吐
槽 ”在 网 上 引 起 热
议。业内人士认为，
“ 离 谱 ”退 改 签 费 甚
至拒绝退款等行为
涉嫌霸王条款，有损
消费者合法权益，消
费者有理由维权。

浙江的田先生在 9 月 26 日晚于飞猪平台上预
订了咸阳凯尔圣花园酒店 10 月 4 日-8 日的房间，
支付完 456 元费用后，由于临时改变行程，27 日晚
选择了退款，
但平台仅给予退款 91.2 元，
收取高达
80%手续费。
田先生说，他咨询酒店后却被告知并没有收
到他的预订信息，也就是说飞猪在他预订房间成
功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帮他与酒店联系，在这种
情况下居然收取 80%的手续费。和飞猪平台沟
通后，对方表示这是他们的规定，每个订单生成
时都有退款提示“我任何服务都没享受到，
.
还收
取这么高的手续费，
合理吗？”
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在论坛
贴吧吐槽 OTA 平台退款问题，手续费收取标准不
一，
有些甚至是全额不退。记者联系了飞猪平台，

业内人士表示，高退票费违背公平交易的原则，损害了乘客的合法权益。高额退改签费用以
及特价机票不退不换的条款应认定为无效。
“对于包括在线旅游平台在内的生活服务电商平台而言，不仅需要明确规范、坚守底线，更应
该专注于产品与用户服务质量的提升，从产品经营、服务保障、防范风险等多个方面提升综合实
力，这样才能在瞬息万变的行业大潮中站得稳、行得远。”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
陈礼腾说。

青岛举行﹃单身老人节﹄

社会频道

网上招抖音、快手点赞员？

当心受骗！
10 月 11 日，
老年人在青岛市北区海泊河文化公园参加“单身老人节”
活动。
当日，山东青岛首届“单身老人节”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举行了以“牵手度华龄，幸福笑人生”为主题的大型
相亲活动，为单身老人搭建了沟通交流、增进了解、联络感情的平台。据介绍，主办方旨在通过公益相亲的形
式，
倡导社会改变观念，
关注老年人单身群体，
让单身老人走出孤独、
走向幸福。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平均降幅 56.7%
17 种抗癌药纳入医保进一步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多个癌种。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支付
标准平均降幅达 56.7%，大部分进口药品
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
格，平均低 36%，将极大减轻我国肿瘤患
者的用药负担。
本轮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
于今年 6 月启动，从医保目录外的 44 个独
家抗癌药中，经组织专家评审和投票遴
选，并经认真评估谈判最终确定了 17 种药
物进入医保目录。
据悉，今年的谈判药品多为近两年上
市的新药，其中，奥希替尼片、伊沙佐米胶
囊、阿法替尼片等 10 种谈判成功的药品均
为 2017 年之后上市的品种，剩余专利期较
长，
谈判难度很大。

“本次谈判，我们充分发挥医保集团
购买的优势，坚持临床价值导向和鼓励创
新，坚持基本保障，坚持专家评审机制，坚
持公平公正公开。通过与企业平等协商，
明显提高了医保用药保障水平，降低了患
者用药负担，控制了医保基金支出，实现
了参保人、医保、企业‘三赢’的目标。”熊
先军说。
下一步，国家医疗保障局将指导地
方做好谈判药品的落地工作，要求各地
抓紧在省级集中采购平台公开挂网并组
织医院采购，同时将协调配合有关部门
加强对医生用药的指导，保障抗癌药的
采购和合理使用，确保药品进得了医院，
患者 11 月底前逐步能买到降价后的抗癌
药。

新华社深圳 10 月 11 日电（记者周科）
“点赞一单
0.5—2 块，日薪 80 到 150 块没问题。时间自由，单量
不限，多劳多得，工资日结，不收押金，不收会费……”
最近，微信群、QQ 群里出现号称招聘抖音、快手点赞
员的信息，引起不少网民关注。深圳警方提醒，这是
类似淘宝上“刷单诈骗”的一种新型网络兼职骗局，骗
子只不过是把阵地从“淘宝”转移到了“抖音”等软件
中，
目的就是骗钱。
警方介绍，此类招聘宣称的工作内容是，给商家
指定的抖音、快手等用户作品双击点赞，帮作品上热
门。但在实际操作中，骗子为了让受骗者上当，故意
先让其关注一个抖音号，试着“刷”一单，然后再以免
会费的名义让受骗者把推广信息发到其他群“帮忙宣
传”。另外，如果暂时垫付 118 元购买激活码，受骗者
还可以享受终身的 VIP 权益。但是交完 118 元后，骗
子又会引导受骗者进到另一个群，
交其他各类费用。
警方表示，在这些诈骗案件的作案手段方面，犯
罪分子利用受骗者的好奇、贪利心理，通过新兴热门
“抖音”
“快手”
“西瓜视频”App 等不断吸引粉丝，要求
受骗者通过扫付款二维码、发红包、转账等形式支付，
一旦骗到钱财立即将受骗者拉黑。从曾经的“快递录
入员”
“小说打字员”
“兼职刷单”到现在变种的“抖音
点赞员”，花样翻新的套路背后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为
了骗钱。

警方提醒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张泉）
记者 11 日从国家医疗保障局召开的政策
吹风会上获悉，新纳入医保的 17 种抗癌药
支付标准较零售价平均降幅达 56.7%，患
者 11 月底前有望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印发通知，将 17
种谈判抗癌药品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乙类范围，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
的医保支付标准。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组牵头人熊先
军介绍，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17 种药品
中，包括 12 个实体肿瘤药和 5 个血液肿瘤
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
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
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

王志刚不慎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证书丢失，专业类
别：市政公用工程，证号：
149613396141324394，
证书编号：201407722，签
发 日 期 ：2014 年 8 月 25
日，声明作废。

警方提醒，该类诈骗受众
人数多、传播范围广、迷惑性
强，网民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不要轻信“抖音”
“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上带有营销、钱款等性
质的视频，更不要轻易向对方
转账汇款，如发现被骗要立即
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