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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预付卡纠
纷都是市民投诉热点之一。
近一段时间以来，长江周刊也是
接到多位市民打来的投诉电话。
在消费升级的驱动下，九江市民的
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也在随之转
变。但是，在消费的过程中，一些不良商家
会通过事先让顾客办理预付消费的储值
卡，事后采取不予退款甚至跑路等各种五
花八门的方式强迫消费者接受不公平条
件。健身、美容、培训、餐饮等行业预付
卡发行已成“惯例”，且规模不断扩
大。但由于目前市场准入门槛
低、监管缺失，预付卡消费成
为消费纠纷高发区。

腾达健身办卡就跑 专坑学生
九江学院一名学生日前向长江周刊反
映：
“6 月初去九江学院对面派拉蒙广场的
腾达健身工作室健身的时候，看见那里已经
关门了。两个月前，我在腾达健身办了张年
卡，现在竟然关门了。门上贴着停业装修之
类的通知，不过我联想到健身房工作人员那
不负责的态度，觉得他们直接跑路的可能性
很大。我拨打了他们负责人电话，显示停
机，座机也没人接。然后我去工商管理局找
腾达健身的信息，显示注销。现在想找到在
腾达健身也办了会员卡的小伙伴，然后去报

案，想把钱退回来，也不多要，按时间比例
算。”
其实，九江学院并不是腾达健身的唯一
“据点”，有曾经在腾达健身工作过的知情人
士透露，
“ 腾达跑路事件”不仅涉及九江门
店 ，还 有 共 青 城 门 店 ，且 辐 射 学 生 人 数 较
多。据知情人士反映：
“ 腾达健身房由孙某
两兄弟注册并管理。今年 3 月份在共青城
做了一个活动（因为店就在共青学院门口），
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和老师，收了几十万，就
跑路了，留下那些会员傻眼了。之后 4 月份

那个老板回九江，同样也是卖会员卡，又一
声不吭就跑路了。”
长江周刊记者前往位于九江学院对面
派拉蒙广场负一楼的腾达健身工作室，只见
大门紧闭，门口贴着一张物业催费单。门口
卖卤菜的袁女士说，
“早关门了，这段时间陆
续有学生过来找他们，但是都联系不上。”
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九江腾达健身
工作室的确已经注销，现在跑路涉及金额太
大，需要已办卡的消费者一起去公安部门报
案。

奢侈品有去无回 微信拉黑
柴桑春天附近的居民很多都知道一区和
二区中间的
“爱革坊·皮具护理”
的奢侈品护理
店。但是日前这家店却悄悄关了门，消费者
不但充值的卡没了用处，放进去护理的物品
更是有去无回。
长江周刊记者前去了解情况，透过玻璃
门，可以看到店内一片狼藉，桌椅板凳纸张散
落一地。这家护理店主要提供奢侈品护理、
洗鞋、
洗包、
补色等服务项目。
在旁边开店的袁女士说，
这家店是今年 6
月份突然关门的，此前她在这里办理了会员

卡，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用了。
“我就是日常护理
下包啊鞋啊的，
这家店挺贵的，
根据材料不同，
牌子不同定价也不同，平均一双鞋护理下来
80 块钱左右吧。因为会员能打折，我就办了
张 300 元的卡。我这还算好的，
对面住小区里
面的人，有人把几千块的鞋子放这里护理，就
在关门前几天送过来的，后来关门了，鞋子也
不还给人家。
”
原本，
护理店的女老板会把会员
的微信都加了一遍。关门后，不但电话全部
拉黑，
微信好友也全部删了。
5 月初，家住柴桑春天的杨女士将一双

jimmy choo 高跟鞋和一双耐克私人定制球鞋
拿到该店保养，没想到再去拿鞋时却发现该
店已经人去楼空。
“当时我发现店内比较杂乱，
应该是匆忙撤走的，然后我就问了隔壁的店
家，他们说关门蛮久了，期间有不少客户过来
拿保养的东西，
但都没有找到人。
”
隔壁超市的工作人员说，护理店的店主
走时，他正好看到。
“当时是凌晨两三点，我看
到该店主将店内的物品搬上货车。他还告诉
我，
因为门面的合同到期，
孩子也即将出生，
所
以他打算停业回老家。
”

预付卡监管缺失 隐患突出
预付卡消费目前在服务行业十分普
发 行 预 付 卡 ，所 以 ，在 这 种 零 监 管 的 状 态
遍。这种消费模式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
下，消费者的权益容易受到侵犯。消保局
便利，不用每次消费都要交现金，而且办卡
提醒，消费者在办卡时一定要看商家经营
可以享受到低于市价的消费；另一方面，让
状况如何，不要盲目贪图优惠。据了解，工
商家可以一次性预收费用，相当于有了固
商部门已经建立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
定客源，也有了现金流。所以这是一种受
消费者可以进行有关查询，商家跑路行为
到市场双方青睐的经营促销模式。
会被纳入征信系统。
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目前，九江商
虽然“预付卡模式”已成为许多企业相
家跑路基本分为经营不善和恶意跑路两
当普遍的经营模式，却一直处于监管的“盲
种，九江市消保局也经常会遇见相关情况
区”。目前，有关部门只能用《民法通则》、
的投诉。因为没有执法权，消保局要根据 《合同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般法
经营主体来视情况而定。也就是说，如果
律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商家还在，消保局会对商家与消费者进行
1998 年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和 工 商 总 局 就
相关调解。如果经营主体不在，那就要移
曾颁布过《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但此办
送执法部门。合法发行预付卡其实有明确
法在 2007 年被废止。
规定，商管部门要求规模型企业才能发行，
2011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
并且要在银行押一部分钱作为保证金。但
规范商业预付式管理意见》，其中规定建立
在这项规定中，又没有限制普通商家不能
商业预付式购卡实名登记，但多数机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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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贯彻执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经营者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约束，也加大了消
费者在预付消费卡中维权的难度。
按照商务部发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发卡企业应在开展
此业务之日起 30 日内前往各级商务主管部
门备案。该《办法》还规定，规模发卡企业、
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业实行资金存
管制度，存管资金分别不低于上一季度预收
资金余额的 20%、30%和 40%。但该《办法》
并没有对所有商家进行强制规定，对违规企
业的处罚仅在 1~3 万元左右，是一个主要靠
企业自律的“软办法”。而对于没有法人资
格的个体工商户来说，制度则存在一定的监
管真空。
采访过程中，众多市民均表达了对商家
恶意跑路的愤慨，并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够
对此予以重拳打击，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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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小区电动车电瓶被盗
奥克斯缔壹城物业管理受到业主质疑
本报记者 吴凤思
一个封闭式小区，连续发生被盗失窃事
件，物业公司该承担何种责任？近日，家住奥
克斯缔壹城的陈先生向长江周刊记者反映，他
所居住的小区是一个全封闭式管理的小区，不
管是车辆还是人，进入小区都需要刷卡，但这
样的封闭式小区却并不安全，他停放在小区停
车棚内的电动车已经连续两次被人盗走了电
瓶。
“我已经在这里丢了 5 个电瓶了，”陈先生
说，
“我们当时买这个小区的时候，就是看中封
闭式小区的安全管理，可是现在封闭式小区也
并不安全，不仅是我一家，小区其他业主也出
现过摩托车汽油被盗现象。希望物业加强各
方面的管理，
并承担他们该承担的责任。”
发现电动车电瓶被盗后，陈先生立即找到
了该小区物业反映情况，同时向该片区的刘家
塘派出所报了案，由于陈先生电动车的停放位
置，恰好是一个监控死角，为公安部门破案增
加了难度。
刘家塘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告诉长江周刊
记者，
“对于此类案件，我们都非常重视，一接
到报警，第一时间就从小区调取了监控，研判
监控视频，追踪落地追查嫌疑人。现在电瓶车
都装有定位系统，可以便于追查，但是电瓶被
盗，相对来说破案有难度，加上这里刚好是一
个监控死角，所调取的录像资料并不清晰。”近
段时间，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车、助理车的防盗
管理，减少两车盗窃的发案率和提升两车盗窃
的破案率，濂溪区一直在积极推动两车防盗系
统安装工作，刘家塘派出所也在辖管社区开展
了电动车防盗系统安装宣传工作，针对哪个小
区、哪个时段发生类似案件较多的情况，社区
民警会编辑短信提醒百姓加强防范。
陈先生把电动车停在小区主要路段旁的
车棚里充电，这里为什么会是一个监控盲区？
小区物业管理如何？奥克斯物业又是如何回
应此事的呢？
据悉，该小区的物业由宁波奥克斯物业九
江分公司管理。7 月 17 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奥
克斯缔壹城，这里虽然是一个封闭式小区，但
是物业安保人员在并未核实记者身份的情况，
就直接为记者打开了紧锁的大门。记者找到
了奥克斯物业的办公地点，该小区物业经理以
没有权利回答记者问题，要向总部申请审批为
由，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截至记者发稿日，奥
克斯物业都未派人作出任何解释。
封闭小区业主被盗，物业是否有责？根据
我国法律，要判定物业有无责任要看其是否尽
到了管理义务。如果物业按照规定安排的安
保人员巡视；进出小区的非住户都有登记；主
要路段和单元门处都有摄像监控，而且按照法
律规定的期限进行了资料保存，那么就可以认
为物业公司没有责任。如果物业公司做不到
上述工作，那么可视为物业公司在服务环节中
有管理责任和失职行为。

滨兴街道推进棚户区改造
当前，烈日炎炎酷暑袭人。为确保棚户区
改造工作顺利进行，九江经开区滨兴街道所有
征迁工作组成员冒着酷暑，坚持在拆迁工作第
一线，始终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热心接待群
众咨询、细心解答群众疑问、耐心听取群众意
见、关心困难群众诉求，切实落实对被拆迁群
众的承诺。83 岁的李美玉老人欣慰地说：
“当
初知道要拆迁，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
是国家政策越来越好，着急的是我这么大的年
龄，即不想买房又租不到房，真的是烦在心里
口难开。社区主任得知我的困难后，亲自上门
告之可以帮我申请公租房，并帮助我准备相关
材料。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动。”心贴心的
为民服务，树立起了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从
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仅一个月
的时间，已有过半数居民签订了征迁协议，签
约工作正加快进行。
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完
善城市结构，优化城市功能，滨兴街道建材社
区“建材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于今年 7 月正
式启动，滨兴街道高度重视，按照“以人为本、
安置优先、公平正义”的原则，制订出符合“建
材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征迁安置补偿方案，
并安排街道领导亲自带队，街道科室人员、社
区干部、征迁组成员参与，发扬“五加二”、
“白
加黑”的精神，提前挨家挨户上门入户进行口
头宣传政策，粘贴通告，营造浓厚的改造氛围，
再摸底每家每户具体情况，登记造册。此次棚
户区改造征收面积约 16000 平方米，涉及居民
156 户。
（张慧 记者 吴凤思）

岷山乡开展敬老志愿活动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弘扬
优秀传统，
7 月 27 日，
柴桑区岷山乡共青团组织
开展了
“志愿敬老行 关爱传真情”
志愿活动。
当天一大早，志愿者们早早就准备好包饺
子所需材料，来到岷山乡光荣敬老院。大家一
起分工合作，有的切菜，有的剁肉，有的调馅，
有的包饺子，忙得不亦乐乎。包饺子的空隙，
大家给老人们切好带来的西瓜，递到每一位老
人手中，和老人们谈天说地，整个敬老院其乐
融融。这次活动虽然很简单，但所有人都深有
感触，对于敬老院的老人们来说，他们最需要
的就是大家陪伴和关心。岷山乡共青团将继
续开展志愿活动，在做好事、做善事的同时，为
助力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贡献出一份来
自青年的力量。
（黄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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