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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晚，交通运输部官方媒体《中国
交通报》微信公号刊发《机票钱为何不能
像火车票汽车票一样秒退？》一文，公开质
疑机票退款慢问题。一位名叫“元大嘟”
的旅客在文章中反映了自己在国航购买
了一张机票，但17天过去了，退票款只收
到一半。为此，记者采访了包括国航在内
的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其中，记者对国航
的采访颇为“曲折”，记者拨打其95583电
话等候了 40 分钟，终于等来了值班经理
接听，不过值班经理表示，需要记者将采
访函发送到其指定邮箱，但什么时候能够
回复、目前有没有人当班、审核流程如何
等，该值班经理表示自己都“不清楚”。

旅客不满
在退票退款服务方面
铁路公路远远超过了航空
在交通运输部官方媒体《中国交通

报》微信上，记者看到，1月21日，一位署
名“元大嘟”的旅客反映，自己“1月4日接
到次日国航CA1506航班取消的消息，17
天过去了，一张机票近1400元的退票款只
在12日收到一半，剩下一半虽已于8日经
航空公司审核通过，但国航‘小秘书’短信
提示后续退款还要15到20个工作日才能
收到（这张票改签过所以分两次退款）。
如果算上周六日，这张机票的退款要 30
多天才能完全到账。”

此外，该旅客还反映：“4日下午收到
次日航班取消的消息，与购票平台去哪儿
旅行沟通退票事宜，平台再与航空公司沟
通。傍晚，平台告知我必须在限定时间把
本人的储蓄卡号告知航空公司，由航空公
司直接退款到卡上。”该旅客不解：“我是
微信支付的，为何不能原路退回？”

“曾几何时，航空服务是铁路、公路对
标的目标，而现在，在退票退款服务方面，
铁路公路远远走在了前列，超过了有一个
时代的感觉。三天时间里我退改过高铁
票、飞机票、汽车票，甚至还退过一部手机
（因临时离京无法收货而原封退回）。高铁
票、汽车票，由于我自身的原因退改，只损
失了很少的退改费，而且退款几乎是‘秒
退’。手机在快递原封不动送回商家之后，
也因为我的诚信记录好，无需动手指就自
动退了款。而机票，是航空公司出于自身
原因单方宣布取消了航班，我并无过错，
为什么还要经历如此漫长的退款历程？”
文章作者称。

国航回复
需要将采访函发送到指定邮箱
然后“等通知”，其他的都不清楚
22日下午6点多，记者询问了此前国

航媒体相关负责人，他表示自己目前已经
转岗，所以如果记者想要采访，必须拨打
95583热线，找值班经理。于是，记者按照
要求拨打了95583热线，在等待了40分钟
后，当天值班经理接通了记者的电话。在
得知记者的采访需求后，他表示，记者必
须将采访函发送到国航指定邮箱。记者
询问，发送后多久可以回复，值班经理表
示不清楚。记者询问，那么我现在发过去

的话，你们相关部门有没有下班、有没有
人处理？该值班经理表示不清楚。记者
询问，发送后国航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大
概需要多久？值班经理表示不清楚，但如
果记者发送了的话，可以找他，他会帮记
者催。记者询问，如何找他，他表示，可以
拨打95583热线。

22日下午，记者同步联系了国内多家
主要航空公司，包括去哪儿平台，均给予
记者不同程度的解释，各航空公司表示，
对于退票情况，各航空公司具体规定略有
不同，但一般如果是从航空公司官网购买
的，退票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在两到
三天，但目前由于疫情原因，各地出台了
不同的“留在本地过年”政策，所以退票量
比较大，可能会有一些延迟的情况。

业内人士
机票为何不能“秒退”
因或没收到银行退款，需航空公司垫付
记者查询各航空公司的退票规定，虽

各有不同，但一般会在15-30个工作日内
退掉。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记者
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机票退得快不快，在
于各航空公司的“储备金”有多少。不少航
空公司一般会在退票专款账户上留一笔资
金。一般情况下两三天就可以退了，写
15-30个工作日，是为了给自己留点余地。

“但如果遇到大规模退票的情况，比如
目前遇到各地出台‘留在本地过年’的政
策，那么退票量可能会增多，那么退票时间
可能会被拉长。”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
果乘客是在官网购买的机票，那么是航空
公司的银行账户直接退款，但如果是从携

程等购票平台购买的机票，那么钱就会先
退到像携程这样的平台账户上，至于平台
什么时候退款，航空公司并不知情。

“目前‘秒退’是比较难的，因为公司
还没有收到银行账户的退款，先拿出一笔
钱出来支付给旅客，相当于先垫付，等银
行的钱到账了，再平掉支出。所以是否实
行秒退，就看航空公司如何进行评估了。”
业内人士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法律法规还没
有对机票“退款时间”有相关规定。2018
年，民航局《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
的通知》对机票退改签收费实施“阶梯费
率”提过要求，只是这份通知关于退票还
款只提了“缩短时间”的笼统要求。查询
得知，目前 41 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实施了
客票退改签“阶梯费率”，具体退票还款时
间也均有公开规定或承诺。

评论：退票，飞机不应该跑不过火车
2018 年 7 月，中国民航局印发的《关

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称，“近
期，民航票务服务是旅客投诉焦点之一，
尤其是机票退票、改期和签转服务中存在
的一些‘乱象’更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所以，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购票平台，都
应该研究机票的“秒退”之道。不少网
友为文章作者“元大嘟”点赞：受疫情
影响航空企业普遍存在减亏增盈压力，但
越是这样越不能短视，应该着眼长远，真
正从提升服务品质和增强旅客获得感的
角度出发，悉心谋划如何更好地发挥民航
的比较优势。能不能就从改善退票服务
这样的小事做起呢？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00 后网红小美（化名）自曝三年整容上百
次，引起网友争议。自称现年17岁的她曾发帖称，自
己从2017年开始接触整容，数量达上百次，并附上多
组整容前后的对比照。结果引来不少网友吐槽。而小
美对此表示：并不在乎，她甚至觉得自己的粉丝一下子
增加了30万挺好的，这也是“走红”的一种方式。

据了解，目前正规的大医院一般都拒绝给未成年
人做整容手术，而一些美容整形机构，特别是所谓的

“网红整形医院”，在接待未成年顾客时，“尺度”较宽，
并不要求监护人必须到场。

““争议少女争议少女””
自曝整容上百次自曝整容上百次 被吐槽仍感觉挺好被吐槽仍感觉挺好

00后网红小美，浙江人，目前还在读高中。她告
诉记者：“我最开始整容是因为自卑，虽然家境殷实，小
时候成绩挺好，人缘也不错，但是我在漂亮的女生面前
总是抬不起头。”13岁时，她首次接触整形医美，做的
第一个项目是“瘦脸针+玻尿酸+埋线双眼皮”，“做完
后马上感觉到身边人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尝到了甜
头。”

小美说，此后三年，她一直在接受整容，“脸上和身
上绝大多数地方都动过。”但记者提出想向她父母求证
时，被其拒绝。

2020年3月，小美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一篇500
多字的文章，并公开展示了数十张整容前后对比图，详
细介绍了自己三年以来的整容变脸记录，包括双眼皮、
耳软骨隆鼻、磨骨等整形项目。

小美将这篇文章置顶了一年多，评论量达到2100多
条，点赞超1.2万，但评论区热门留言前三均是负面评价，
其中点赞量最高的网友留言是：“除了丑，你一无所有。”

面对网友的这些评论，小美表达了她的想法：“我
从小追星，想成为受人关注的唱跳偶像。没整容的时
候，我从来没得到过那么多的关注度，公开整容经历后
我微博反而涨了30多万粉丝，我觉得还挺好的。”

““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未成年人能否整容未成年人能否整容？？
不同医院态度不一不同医院态度不一

“我妈刚开始还是蛮支持我整容的，我爸是一个比
较传统的人。”小美说，到后来父母其实都有些后悔，他
们比较喜欢自己第一次第二次做眼睛后的样子，认为
那时候较为自然。

小美就诊医院的医生也拒绝过她的整容诉求。“有次
在杭州做整容，医生跟我说，你这个年龄不要再做什么项
目了，没必要。”但小美换了家医院做了同样的项目。

1月20日，记者以“未成年整容需求者”身份先后
电话咨询江苏省人民医院和某大型私立医美整形医
院：“未成年人能否整容？”

江苏省人医护士询问医生后告诉记者，哪怕监护
人签字也不能为未成年人安排手术，“未成年人还在成
长发育之中，不适宜安排整容手术。”

某私立医美整形医院接待人员则表示，只要监护
人同意，可安排整形手术。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整形外科主任王磊告诉记
者，“整形美容它不是治疗一种疾病，不是必需的，所以
基本上医院都不会给未成年人做整形，需要等他们成年
以后，身体各方面条件都已经稳定之后，他们有需求才
可以做手术。”王磊认为，年纪这么小做这么多次手术，
肯定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长大了尝到苦果会后悔的。

法律空白法律空白
对未成年人整容对未成年人整容 尚无明确限制尚无明确限制

小美整容三年以来，也经历过失败的整容手术，不过
她始终认为能不能整容、整多少次容是她自己的权利。

南京一公立三甲医院整形科王医生告诉记者，医
院确实有未成年人在父母带领下来申请整容手术，而
且会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整形意愿。他们和小美一样，
认为整不整容是自己的权利。

2019年1月3日，未成年人小夏（化名）在贵州利美
康外科医院接受隆鼻手术时意外身亡。当时，全国人
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接受
媒体采访时，惋惜花季少年的离去，同时对未成年人整
容一事建议：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可增加相应规
定，严格限制未成年人进行整容，对于违反规定的家长
和医疗美容机构进行严惩，让未成年人远离这些风险。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婷婷也认为，
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发育都不完全，做整形手术往往
要承担更大的风险。2014年1月1日施行的《广州市
未成年人保护规定》中的第44条规定明确指出：未
成年人确因特殊原因需要进行医疗美容的，须经其法
定监护人同意。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整
容问题还是缺少具体的规定。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浙江温岭一女子家中发生火灾，
她在卧室吹完头发后，随手将未关闭电源
的吹风机放在沙发上导致失火。虽然未造
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但她因过失
引发火灾，被警方处以5日行政拘留。

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有网友认为火灾
发生在自家室内，不是故意的，又未造成
重大后果，对警方的处罚结果表示不理
解。为此，记者采访了处理此事的民警和
相关律师。

吹完头发忘关吹风机，女子过失引起
火灾被拘留

1月6日上午，家住浙江温岭的女子滕
某在卧室使用吹风机吹完头发后，随手就
将吹风机放在了电视柜旁边的沙发上，然
后就下楼洗衣服了。十几分钟后，滕某上楼
发现此时房间内已是浓烟滚滚，她赶紧拨
打了报警电话，并叫来家人一起用水扑救。

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到时，滕某已将火
扑灭，此时沙发垫被全部烧毁。因扑救及

时，本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过火面积大
概2平方左右，财产损失在1000元左右。经
鉴定，起火原因是，滕某下楼时忘记关闭吹
风机的电源，也未拔下插头，导致吹风机长
时间运转过热引燃了沙发上的泡沫。

最终，滕某因过失引起火灾，被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5日。

律师：过失火灾后果很严重，若损失
较大还构成失火罪

江苏玖润律师事务所饶奋斌律师告
诉记者，在此案的处理中，警方作出的行
政拘留 5 日的处罚是有法可依的。虽然

《治安处罚法》对过失引起火灾的行为没
有规定，但《消防法》规定，尚不构成犯罪
的，可以处以拘留、警告或罚款。

另外，饶律师指出，如果过失引起火灾
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或严重人员伤亡，那
么行为人还可能构成失火罪。法律规定，过
失引起火灾若涉嫌以下行为，应予立案追
诉：（一）导致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

以上的；（二）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
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三）造成
十户以上家庭的房屋以及其他基本生活资
料烧毁的；（四）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
面积二公顷以上，或者过火疏林地、灌木林
地、未成林地、苗圃地面积四公顷以上的；
（五）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构成失火
罪的，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况
特别严重的，处3-7年有期徒刑。

在各种灾害中，火灾是最经常、最普
遍地威胁公众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灾
害之一。南京消防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过失引起火灾一般发生在
日常生活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后
果。如吸烟入睡，使用电器忘关电源，
取暖用电不慎，做饭不照看炉火，安装
炉灶、烟囱不合防火规则，在森林中烧荒
等……该消防人士告诉记者，南京也有因
过失引起火灾被拘留的情况，但多发生在
违规为电动车充电领域。 本报综合消息

机票退款，为什么这样慢

17岁少女整容上百次

引争引争议议

女子在家忘关吹风机女子在家忘关吹风机 引发火灾被拘留引发火灾被拘留55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