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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江西省消费投诉2251件
多为食品餐饮住宿领域

10 月 12 日，记者获
悉，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依托统一投诉举报
平台，2021年国庆期间登
记消费者咨询、投诉、举
报 6448 件 ，其 中 咨 询
3606件、投诉2251件、举
报591件，分别占诉求总
量 的 55.92% 、34.91% 、
9.17% 。

2021 年国庆期间消
费者诉求总量同比增加
461件，增幅为7.7%，诉求
办结率达 66.80%。涉及
消费争议金额为 12.9万
元，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8.24万元。

从全省接收消费者
诉求情况看，诉求量最大
的仍是南昌市，占全省总
量的 31.76%。其他设区
市中诉求量相对较大的
依次为赣州、九江、上饶。

10月11日，淘宝、京东和拼多多平台上多家店铺因售卖名为“应付检查假消防喷淋
头”的物品，被@中国消防官方点名批评：“应付二字赫然在，违法当做噱头卖，生命安全成
儿戏，最后你是把谁害？”

记者注意到，这些“应付检查假消防喷淋头”商品页面标明了“没有管道”、“消防验收
推荐”、“消防喷头装饰”等“卖点”。

11日，有网购平台回应记者，将加强对此类不合理关键词的管理，一旦查实后会对
有此类问题的商家进行处罚。随后多家网购平台均下架了相关商品。

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的
结束，各大旅游出行平台近几天
陆续交出了假期出行的答卷。报
告显示，双节出游需求集中释放
之下，私密性较好、出行更灵活的
自驾游热度空前。受此影响，自
驾租车市场也异常火爆，无论是
神州租车、携程还是一嗨出行，各
租车企业订单在双节期间迎来大
爆发。

根据文旅部的统计，10 月 1 日
至7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
人次，而其中选择自驾出行游客
达到了55.8%，比去年提升10个百
分点。自驾游热度的持续攀升也
带火了租车市场。记者了解到，
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租车
平台生意十分火爆，部分门店订
单爆满。在此背景下，多家租车
平台纷纷调高双节期间的租车价
格，一些特殊车型价格翻倍仍然
一车难求，不少平台还设置了最
低租车时长，低于最低时长便难
以租车。

携程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中
秋假期中，租车订单量相较 2019
年增长 77%。神州租车十一出行
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黄金周期
间，租车订单总量增长显著，日均
预 订 量 较 2020 年 同 期 提 升 近
35%。一嗨出行数据显示，异地自
驾游的订单占国庆订单总量的

73%，高铁加租车自驾成为国人长
途旅行的新趋势，高铁站点租车
订单增长50%。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
有超过 145 万家汽车租赁相关企
业。近 5 年来，我国汽车租赁相
关企业的年度注册增速一直保
持在 20%以上。截至 9 月底，我
国今年已新增汽车租赁相关企
业超过 20 万家。而根据易观数
据发布《中国租车市场年度综合
分析 2021》，2021 年，中国租车市
场规模将达到 849.24 亿元，同比
增长 32.8%。预计在 2022 年，中
国 租 车 市 场 的 总 规 模 将 突 破
1000 亿元，达到 1061.56 亿元，同
比增长 25%。

根据携程对用户进行的调
研，发现相对于价格，用户对租车
过程中的各项保障最为关心，超
过 90%的用户希望改变传统的租
车押金模式。车辆车况、加油服
务费等也是核心问题。租车保险
赔付披露是否清晰透明、取车门
店服务质量是否可靠、是否有客
服提供全程服务、订单能否支持
退改等的呼声，也非常强烈。此
外，支持免费跨城还车的路线较
少，大多数城市之间跨城还车需
要收取高额费用也是消费者吐槽
比较多的一点。

（据《工人日报》）

后疫情时代自驾游升温
租车企业迎来市场爆发窗口期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90件，占10.40%

服装、鞋帽类

115件，占8.30%

2021年国庆期间江西省消费投诉受理量占比图

多平台售卖“假喷淋头”被消防点名
商家称确有消费者为应付检查购买 平台回应将对不合理关键词加强管理

11 日，拼多多平台客服回复
记者称，所有商品上架之前都会
经过平台严格的质量检测，对于
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商品，平台
会严格把控、禁止销售，一旦发现
或接到举报会立即核实，若情况
属实将按照规定进行下架处理并
严厉处罚。

当记者询问“商家是否可以在
商品介绍中以‘应付检查’、‘定制
假消防喷淋头’为噱头，误导消费
者进入店铺最后达到增加销量”、

“这种表述是不是违法”等问题时，

拼多多客服人员表示，商品上架或
介绍商品时平台都有相关部门人
员进行检查及审核是否符合标准，
没有说商品本身没问题就不能管
理其商品介绍的表述，对于这种不
合理的关键词，平台也会加强管
理，对“应付检查假消防喷淋头”的
事情会向上反映，后续核实后会对
有此类型问题的商家落实处罚。

11日，记者注意到，拼多多平
台相关商家更改了商品介绍及产
品封面图，此前的“应付检查”、

“假消防喷淋头”等关键词均消失

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让你的吊顶
更美丽——喷淋头装饰盖”、“不
锈钢免拆喷淋头装饰盖”等表述。

随后记者在淘宝、京东、咸鱼
等平台搜索“应付检查”、“假消防
喷淋头”等关键词，均显示没有找
到相关宝贝。据了解，一个完整
的消防喷淋系统需要由消防泵、
水池、主干管道、喷淋头、末端排
水装置等部件组成，自动控制系
统还包括信号蝶阀、水流指示器
等部件，仅一个喷淋头无法达到
喷水灭火效果。

回应 平台将对不合理关键词加强管理

销售安装假冒伪劣消防喷淋
系统有何法律风险？应付消防检
查安装无实际作用的喷淋头有何
危害？

对此，记者咨询了一位消防
业内专家。该专家介绍，喷淋系
统的喷头都是根据使用面积严格
计算的，会有详细规定多大的面
积需要安装一个喷淋头，其中每

一个喷淋头都代表一个消防水的
流量，集中起来就是楼顶的消防
水箱总量，其要保证每个喷淋头
10 分钟的用水量。该专家介绍，
这10分钟的用水量就是等待消防
泵启动、消防员到场的关键时间，
也是控制火情大小的关键。“如果
一个房间应该有喷淋头而没有喷
淋头，在起火早期就没有喷淋头

的提前干预，可能由小火变成大
火。”

此外，专家介绍，喷淋头的消
防检查与其他检查不同，弄破喷淋
头可能导致水流出来而弄湿房间，
因此喷淋头检查无法实际操作，一
般通过喷淋管末端放水的方式检
查。

（据《北京青年报》）

说法 喷淋头少装漏装隐患大

据监测，上周（10 月 4 日-10
日），江西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涨
为主。分大类看，蔬菜、水果、食
糖、食盐、粮食和食用油 6 类价格
上涨，饮用水价格保持稳定，水产
品、肉类、蛋类、禽类和奶制品5类
价格下跌。

粮油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粮
食零售均价环比上涨0.2%，其中小包
装大米零售均价环比上涨0.2%。

肉类零售价格小幅下跌 上周
全 省 肉 类 零 售 均 价 环 比 下 跌
0.5%，其中猪后腿肉价格为 36.77
元/公斤，环比下跌1.6%。

禽蛋价格小幅下跌 上周全省
禽类零售均价环比下跌 0.3%，其

中，白条鸡零售价格为23.97元/公
斤，环比下跌0.7%。

蔬菜零售价格小幅上涨 上周
全省蔬菜零售均价为 7 元/公斤，
环比上涨 0.6%，重点监测的 30 个
蔬菜品种“20涨10跌”。

水果零售均价小幅上涨 上周
全省重点监测的11种水果零售价
格“8涨3跌”，环比上涨0.6%。

水产品均价小幅下跌 上周全
省重点监测的 8 种水产品价格“1
涨7跌”，环比下跌0.8%。

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涨跌互
现 上周全省食糖和食盐的零售价
格分别环比上涨0.3%和0.2%。

（据江西省商务厅）

每周生活必需品监测报告

2021 年国庆期间受理商
品类投诉共 1386 件，位居前
三位的分别是一般食品 396
件 ，占 商 品 类 投 诉 总 量
28.57%；家居用品 153 件，占
商品类投诉总量 11.04%；服
装、鞋帽 115 件，占商品类投
诉总量 8.30%。

一 般 食 品 类 投 诉 主 要
反映的问题为生产经营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制
造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出售
过期变质食品；食品腐败变
质、含异物。

家居用品类投诉主要反
映的问题为产品出现质量问

题，商家不予处理；收取定金
后，产品缺货不退款。

服装、鞋帽类投诉主要
反映的问题为商家对出现
质量问题的商品以消费者
非正常使用为由拒绝退换
货；商品做工粗糙，质量不
过关。

食品类投诉占比最高

2021 年国庆期间服务类
投诉共计 865 件，位居前三位
的分别是餐饮和住宿服务类，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美
容、美发、洗浴服务类。其中
餐饮和住宿服务类 244 件，占
服务类投诉的 28.21%；文化、
娱乐、体育服务类 100 件，占
服务类投诉的 11.56%；美容、
美发、洗浴服务类 90件，占服
务类投诉总数10.40%。

餐饮和住宿服务类投诉
主要反映的问题为食品或餐
饮店菜品质量问题；酒店退订
问题。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
投诉主要反映的问题多发于
健身房、儿童游乐场所等消费
场所，且大部分与预付式消费
有关。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类
投诉主要反映的问题为办理

预付卡后，经营者跑路，消费
者维权困难；消费者交付定金
(订金)后，商家服务质量下降
等方面。

此外，2021年国庆期间全
省受理消费者举报共 591 件，
其中商品类举报 385 件，占举
报类受理总数65.14%；服务类
举报 206 件，占举报类受理总
数34.86%。

(谭红)

预付式消费仍是投诉“重灾区”

10 月 11 日，中国消防通过官
方微博点名部分网购平台，称其
中不少商家明目张胆销售“应付
检查假消防喷淋头”。

记者注意到，被点名的商家
涉及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多家
网购平台，其中很多商家在产品
介绍中直接标明“应付检查假消
防喷淋头”。记者注意到，这些
商家展示的产品中，大部分消防

喷淋头显示为应付消防检查，仅
有一个喷淋头，没有消防管道。

11 日，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
询问了五个在产品介绍中明确写
有“应付检查假消防喷淋头”的拼
多多的商家，其中一位商家称，店
里所售卖的消防喷头并不是假
的，均是正规生产的消防器材，厂
家按箱配备合格证书，作用真实
有效。但该商家表示，“喷头本身

是真的，但没安装整套消防喷淋
系统，就不起作用”。

多名商家均表示最好不要只
买喷淋头，还应该安装水管，一位
商家劝说道，“建议您还是安装管
道配套使用，我们售卖的产品都
是可以直接正常用的，毕竟消防
无小事，这样不安全。”但这位商
家也透露，确有部分消费者以“应
付检查”为目的购买该喷头。

现象 商家售卖“应付检查假消防喷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