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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得舟） 为预防校园食品安
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3月14日，省教育厅面向全省各地各校发
出紧急通知，对学校食品安全提出硬要求。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强化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落实，进一步健全完善校长是食品安全第
一责任人的学校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法》要求，层层签订责任书。
食堂对外承包的中小学校要进一步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每天安排校领导及教师、学生代表对
食堂食材、饭菜质量等进行监督，实行签字制
度，提出意见建议，出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青
海省农村学校食堂及供餐单位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严把食材原料
采购关，禁止采购和使用无食品标签、无生产
日期、无生产厂家及超过保质期的米、面、油
等食品原料和食品，仔细查验供货者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等合格证明文件，对采购的原料按照
保证食品安全的条件要求贮存。严格管控加工
制作、清洗消毒、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不得
供应腐败变质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等《食品安全
法》明令禁止的可能影响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
的食品。学校食堂要安装监控摄像装置，实现
食品制作实时监控，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便于学生、家长进行监督。

“感谢晚报帮忙，我的车辆已经维修好
了。”“多亏了你们，商家给我退款了！”……
连日来，本报六大平台维权联盟受到消费者点
赞。自2月27日晚报向广大市民征集消费投诉
后，半个月时间接到市民投诉近百件，经核实
后大多数投诉已合理依法解决。

据统计，本报六大平台接到的爆料涉及百
姓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主要集中在家居建材、
餐饮服务、美容美发服务、汽车维修、网络购
物、家电售后等问题。如：餐馆“优惠”套
餐并不“优惠”、充值会员卡后限制消费或经
营者关门；汽车质量问题等。本报记者经过
核实后，全力出击，对于汽车质量不过关的
问题给予曝光，刊发了 《自燃车辆维权需索
要事故认定书》 等报道，有效维护了消费者
合法权益。针对有消费者购买家居建材后保
质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因商家关门售后服务无
法保障的问题，晚报记者多次联络协助消费
者解决维修难题。《网络购买宠物当心落入病
坑》《针灸美容让消费者成了试验品》 ……一
篇篇稿件直击不良商家，督促商家自觉完善
诚信经营行为，同时支招消费者，帮助消费者
擦亮眼睛维权。

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敢消
费，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如果
您在购房、购车、网购、健身、美容、外卖
等消费领域遇到不公或陷阱，都可以向西宁晚
报爆料。西宁晚报维权联盟等六大平台继续向
广大市民征集消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晚报记
者核实后将全力出击，揭露其中的陷阱，维护
消费者正当权益，协助解决消费纠纷。

六大平台等您来爆料
1.西宁晚报维权联盟举报热线电话：可拨

打0971—8230541直接举报反映。
2.西宁晚报官方微博：关注西宁晚报官方

微博，发送私信“3·15线索反映问题”。
3.西宁晚报官方微信：关注西宁晚报官方

微信（xnwb），在微信后台发送私信“3·15+具
体反映问题”。

4.西宁晚报维权邮箱：直接发送3·15线索
反映问题至邮箱508046@163.com。

5.西宁晚报维权记者热线：18194560043、
18609719583、18309710769、15897180075。

6.西宁晚报头条号：关注西宁晚报头条
号，发送私信“3·15线索反映问题”。

（记者 小蕊）

晚报3·15维权联盟助力消费者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您好，我想
反映个事情……”“我购买的商品出现了
质量问题，可商家拒绝退货，我该怎么
办？”……自晚报3·15消费维权联盟开通
后，6大平台接到的市民投诉源源不断，
其中网络购物、预付式消费、汽车消费
投诉等问题最为突出。网络购物中该如
何维权？鱼龙混杂的网络销
售又该怎样辨别真假？日
前，市民冯女士就因为贪图
网络免费赠送商品而被骗，
还导致自己个人信息泄露。

“只需支付 10 到 25 元不等的运费就
可免费获取价值 899 元的按摩仪。”一
个月前，市民冯女士被朋友圈中的这
样一则广告所吸引，贪图便宜的她想
都没想就扫码关注了该商家并支付了
相应的运费。4 天后，冯女士确实收到
了商家邮寄的商品，这让冯女士欣喜
不 已 ， 回 家 后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打 开 使
用，谁料刚用了 2 天，按摩仪就出现
了故障无法使用。因为是免费获赠，

冯 女 士 也 没 有 多 想 ， 毕 竟 只 花 了 20
元 ， 冯 女 士 只 当 自 己 没 摊 上 这 样 的

“大便宜”。谁料一周后，冯女士不断
接到一个来自广州的推销电话，电话
中的人声称自己是赠送冯女士按摩仪
公司的客服人员，向冯女士不断介绍
自己公司的产品，并告知冯女士已向

她寄出一个装有香水的包裹，收到包
裹后冯女士只需支付 50 元就可获得该
商品。冯女士觉得自己不断被推销电
话骚扰，甚至还会收到莫名其妙的包
裹，这给自己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很大
的困扰。“这些商品根本就是假货，甚
至连运费的钱都不值，现在我的个人
信息还泄露了，真是得不偿失。”冯女
士有些气愤地说。随后记者也随机采
访了多位市民，很多市民都表示，经

常看到类似的广告信息。这些信息有
的是以公司开业为由，免费赠送各类
商品，也有的是靠消费者在朋友圈发
布广告收集点赞来获取商品。这些商
品基本都被冠上了各种知名品牌，因
此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盲目购买，但收
到的基本上都是劣质商品。

针对此问题，记者采访
了我市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
员，他告诉记者，这属于明
显的欺诈行为，消费者支付
的运费其实就是商品的货

款，这些商品的成本很低，根本没有商
家吹嘘的高昂价格。不法分子就是打着
免费的噱头，变相赚取邮费。同时，消
协工作人员也提醒市民，不要贪图便
宜，如果收到此类商品应该及时向市场
监管部门反映。

本报讯（记者 刘瑜）去餐馆就餐时，餐
桌上随餐具一起，每人面前都摆放着一包
纸巾，服务员并没有提醒你这是需要付费
的。无论你是否使用，就餐结束结账时，
都会发现账单上多出一项纸巾的费用。
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
况？这是否属于“隐形消费”？遇到这种
情况该如何维权？晚报3·15消费维权联
盟全力出击，揭露其中的陷阱，维护消费
者正当权益，协助解决消费纠纷。

市民侯女士说起几天前在五四西路
一西餐厅就餐时的遭遇仍感到十分气
愤。“上周，我就和几个朋友相约带着孩子
们去吃西餐，餐桌上随餐具一起，每人桌
前都摆着一包纸巾，起初我们都没有在
意，服务员也并未提醒，大家都以为这是

免费的，就用了，谁知道到了结账的时候，
发现账单上竟多出一项纸巾的费用，每包
纸巾1元，我们6个人，收了6元，钱虽然不
多，但让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侯女
士说道。

无独有偶，市民梁先生也遇到过这种
情况。“3月4日，我和家人在互助巷内的一
家小炒馆吃午饭，服务员来倒茶时，往桌
上放了一包纸巾，但什么也没说。我们自
己带了纸巾，就没有用桌上的纸巾。吃完
饭服务员拿来账单，我们发现上面有一项
纸巾的费用，便告诉老板我们没有用饭馆
提供的纸巾，老板查看了桌上的纸巾，确
定没有被打开后，才从账单上减去了纸巾
的费用。如果我们没有仔细查看，这项消
费是不是莫名其妙就被加上去了？”梁先
生说。

记者走访发现，我市不少大大小小的
餐馆都会为顾客提供餐巾纸，但大多都是
收费的，其中只有很少商家会提前告知消

费者纸巾会收费。“一般顾客问起，我们都
会告知他们纸巾是收费的，以后我们会注
意，提前将纸巾需要收费的情况告知顾
客。”五四西路某西餐厅服务员对记者说。

这是否属于“隐形消费”？遇到这种情
况该如何维权？省消协陈秘书长告诉记
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
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就是知情权，如果商
家事先告知消费者的信息不完整、不清
晰，甚至有故意隐瞒，在服务过程中再加收
一些事先没有说明的费用，就侵犯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由此影响了消费者的自主选
择权，这属于“隐形消费”。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或服
务。也就是说，上述案例中的消费者有权利
选择是否使用付费的餐巾纸，而商家要做
的是必须提前全面、真实地告知消费者。如
果商家未提前告知相关问题，消费者遭遇
隐形消费陷阱后可以拨打12315消费者投
诉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我省发紧急通知

对学校食堂严要求

本报讯 （记者 王瑞欣） 购买的车
辆在三包期限内出现问题，却因为消费
者在 4S 店外保养而拒绝维修，这样的
规定合理吗？消费者遇到此类问题该如
何维权？

随着汽车购买量的不断增大，汽车
保养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能给汽车做保
养的地方有很多，除了4S店外，不少维

修厂都能进行汽车保养，而且后者的价
格比4S店要便宜一些，于是不少消费者
为了省钱而选择其他维修厂进行车辆保
养。日前，市民廖先生却因为在其他维
修点进行车辆保养，而导致4S店拒绝对
他的问题车辆进行维修。廖先生告诉记
者，他于2016年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4S店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购买时4S

店约定车辆三包期限为三年十万公里。
购买车辆后廖先生一直在外保养车辆。
去年11月，廖先生的车辆在行驶中发动
机出现了问题，廖先生就开去了4S店进
行维修，但4S店因为查询不到廖先生的
保养记录就以没有在店保养为由拒接免
费维修车辆。廖先生对此理由非常不认
可，“在哪保养车辆是我的选择，凭什么
不给我维修？”廖先生提出了质疑。随
后，廖先生因为与4S店协商无果，便投
诉至东川工业园区消费者协会进行维权。

接到投诉后，东川消协的工作人员
立即进行案件调查。调查发现，廖先生
自购车做完厂家免费首保后均无保养记
录。随后，工作人员联系到廖先生让其
提供车辆在外保养的凭证，廖先生表示
保养车辆时从未向商家索要保养凭证，
所以无法提供。最终东川消协的工作人
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表示，4S 店有权拒
绝履行“三包”义务。通过此事，消协
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车
辆时，虽然不能强制保养地点，但选择
维修店进行保养首先要查看这家店是不
是具有相关资质，同时要留存好保养记
录，索要正规发票，以防在日后出现问
题进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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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就餐当心被“隐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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