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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日日出出行行小小心心掉掉““坑坑””

为帮助丰台科技园区企
业高效参与高新技术企业相
关工作， 提高企业的相关法
律素养与政策解读应用能
力， 助力民营企业的健康发
展， 近日， 丰台市场监管局
园区工商所联合丰台科技园
区管委企业服务中心、 北京
市科委等部门对园区企业开
展2019年度高新技术企业政
策培训会。

一是向企业讲解营商环
境 “9+N” 新政， 督促企业
依法亮照经营， 学习广告、
商标、 合同等法律规范， 不
断 提 高 企 业 自 身 法 律 素

养 ， 将依法诚信经营落到
实处。

二是提示企业高度重视
年报工作， 按要求进行企业
年报填报及公示 ， 做到年
年报、 按时报、 不瞒报、 不
漏报。

三是要求企业定期进行
自查， 坚决禁止从事非法生
产销售保健产品、 进行涉黑
涉恶活动、 “套路贷”、 欺
诈消费者等违法活动， 建立
健全企业消费投诉处理与应
急机制， 依法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杜侨雪）

对辖区高新技术企业
开展培训

在线旅游消费在管理上
存在难度

据了解， 2018年以来， 有关
在线旅游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监管总局、
民航局、 消协组织也不断加大监
管力度， 在线旅游消费者满意度
水平逐步提升。 但在线旅游属于
新兴行业， 目前行业发展仍然缺
乏成熟经验， 再加上在线旅游消
费过程点多、 线长、 面广， 涉及
线上、 线下多个环节， 无论是有
关部门的执法监督， 还是企业自
身的内部管理， 客观上都存在一
定难度。

飞猪和去哪儿网涉嫌大
数据“杀熟”

报告指出， 目前在线旅游行
业仍然存在部分损害消费者权益
的问题。 结合近一年的情况看，
在线旅游行业的消费维权热点问
题主要集中在默认搭售、 霸王条
款、 大数据 “杀熟”、 订单退改、
信息泄露 、 虚假宣传 、 低价陷
阱、 下单后涨价或无票、 订单失
误 （错单、 漏单等）、 旅游意外
赔偿等10个方面。 其中， 在线旅
游10大消费维权热点中， 飞猪、
携程涉及8项 ， 问题最为突出 ；
其次是去哪儿网， 涉及6项。 在
大数据 “杀熟” 方面， 3月27日，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大数据
“杀熟” 的调查结果， 点名飞猪
和去哪儿涉嫌存在大数据 “杀
熟” 问题。

在预订机票投诉方面， 今年
3月8日， 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18
年航空运输消费者投诉情况显
示， 2018年， 针对航空销售代理
人的投诉也有126件。 其中涉及
售票服务的85件， 占67.46%； 涉
及签改退票的39件 ， 占30.95%；
涉及售后服务的2件， 占1.59%。
投诉数量最多的航空销售代理人
为飞猪网， 合计36件； 其次为去
哪儿网， 合计30件。 携程网合计
16件， 位列第三。

在综合投诉方面， 去年8月，

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与人民日报
客户端旅游频道等媒体联合发布
的 《旅游消费权益白皮书 》 显
示， 在黑猫平台投诉中， 飞猪、
去哪儿、 携程是旅游反馈订单量
和投诉订单量最高的三家在线旅
游平台 ， 且随着旅游旺季的到
来， 各旅游平台投诉量均在去年
7月有明显上升趋势。

订单下错“无法取消”
消费者反映强烈

针对在线旅游当前存在的问
题，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北京阳光消
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音江
认为， 随着在线旅游市场渗透率
的快速提升， 相关服务的消费群
体迅速壮大， 消费者对于在线旅
游的认知逐渐从最初的新奇演变
到挑剔 ， 主动维权意识迅速觉
醒。 而媒体环境的变迁则为在线
旅游用户的维权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 特别是微博、 微信、 短视
频等新媒体平台的出现， 大大降
低了他们的维权成本。

“随着 《电子商务法》 正式
实施， 在默认搭售等方面， 各平
台都已经按照法律要求进行了整
改。 霸王条款有所改善， 但问题
仍然存在。 不合理低价游是投诉
重灾区， 重点涉及出境游及国内
长线游。 而酒店退改方面， 部分
产品的退改仍存争议， 特别是针
对 ‘不可取消’ 订单以及下错单

无法取消 ， 消费者反映比较强
烈。”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北京阳光
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音
江表示 ， 在大数据 “杀熟 ” 方
面， 目前仍然面临取证难、 界定
难、 维权难等问题。

消费者须警惕“低价的
诱惑”

“在线旅游属于新兴行业，
目前缺乏成熟的发展经验， 还会
有一个在发展中规范、 在规范中
发展的过程。” 陈音江建议， 立
法机关要根据在线旅游新情况及
时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为行业发
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依
据； 监管部门要创新监管方式，
既管得住又不能管死， 确保行业
在规范中发展和在发展中规范；
在线旅游企业要诚信守法经营，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个性化和多样
化的旅游服务， 通过不断提高服
务体验来实现盈利目的。

与此同时， 消费者在享受新
兴消费模式的同时， 也要不断增
长消费知识， 理性消费， 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专家也 特 别 提 醒 消 费 者 ，
“天上不会掉馅饼”， 当前在线
旅游网站价格战仍然激烈， 消
费者要警惕 “低价的诱惑”， 在
面对价格优惠时， 尤其要当心价
格的缩水是否意味着产品服务的
缩水。

随身携带保湿喷雾

电脑所发射出的蓝光会
对脸部带来危害， 加快了皮
肤细胞的氧化， 让皮肤粗糙
暗黄， 出现眼袋以及黑眼圈
等。 电离辐射会让皮肤失去
一定的弹性以及光泽， 尤其
是对于经常面对电脑的白领
来说 ， 一定要做好补水工
作， 随身携带滋润保湿型的
喷雾。 工作一个小时之后应
该使用清水洗脸， 这样能够
去除90%的电离子， 然后再
拍保湿喷雾， 这样能够让皮
肤变得清爽， 同时缓解了皮
肤暗黄及粗糙， 锁住了皮肤
水分， 避免皱纹的滋生。

每天必须要涂抹隔离霜

隔离霜能够保护皮肤 ，
防止受到伤害。 不能把隔离
霜和防晒霜混为一谈， 防晒
霜是防止紫外线带来的辐
射， 并不能够对抗电脑。 隔
离霜能够防止电离子对皮肤
带来的伤害。 每天在脸部清
洁之后涂抹爽肤水和面乳，
然后再涂抹一层隔离霜， 这
样能够隔离电磁辐射和电脑
辐射。 对于白领来说每天必
备的护肤品就是隔离霜， 尽
量要选择隔离效果好的。

多吃一些具有防辐射的食物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具有
防辐射功能的食物， 比如富
含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的牛
奶苹果， 黄瓜或者鸡蛋等，
每天喝一杯绿茶或者酸奶都
能够抵御电脑辐射， 缓解因
为辐射导致的皮肤暗黄。

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和卫生

长时间面对电脑会堵塞
皮肤的毛孔， 不能让其正常
的呼吸， 所以做好每天的清
洁工作至关重要， 下班回家
后一定记得洗脸， 这样能够
清除电离子， 保持皮肤的光
洁以及水润。

（陈娜）

做好这 点

白领需要长时间待在办公室里面， 本身办公室的空
气流通不良， 再加上复印机、 打印机或者电脑等都会带
来辐射， 让肤质变得越来越差， 如果没有做好护理工作
的话会加快皮肤的衰老。

防止皮肤受辐射

要根据肤质来选择合适
的护肤品和洁面乳， 做好补
水工作。 不能长时间面对电
脑， 晚上睡觉前要做好皮肤
清理工作。 多吃一些具有抗
辐射功能的食物， 多吃新鲜
的蔬菜和水果， 避免吃辛辣
刺激性的食物。 同时还要避
免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以平
和的心态来面对一切， 不能
盲目的用手对脸部按摩。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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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

在在线线旅旅游游套套路路多多

“五一” 即将到来， 很多人都在为小长假出游做准备。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联合消费者网
4月22日发布的 《在线旅游消费趋势与消费维权趋势研究报告 （2019）》 显示， 在线旅游产业形态的新
变化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多样的选择， 但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 主要集中在默认搭售、
霸王条款、 大数据 “杀熟”、 订单退改、 信息泄露、 虚假宣传、 低价陷阱、 下单后涨价或无票、 订单
失误 （错单、 漏单等）、 旅游意外赔偿等10个方面。 其中， 飞猪、 携程涉及8项， 问题最为突出； 其次
是去哪儿网， 涉及6项。 为此， 在假日来临之前， 希望广大市民通过对在线旅游问题的了解， 避免落
入一些平台的套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