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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2日，中
消协发布《2022年上半年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文中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
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551780件，同比增长5.71%，解
决 449786件 、投 诉 解 决 率
81.52%，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73863万元，消费者投诉总
体呈上升态势。

从投诉热点上看，主要涉
及消费安全问题，如食品安全、
医美安全、预付安全等；买房置
业消费问题，如商品房、物业服
务等；公共服务问题，如电信服
务、航空客运等；精神层面消费
问题，如在线培训、网络游戏、
宠物消费等。

外卖、堂食中
使用预制菜未告知受关注

近期，堂食使用预制菜是
否应告知消费者引发关注，中
消协也表示，预制菜菜品标识
不详细，外卖、堂食中使用预制
菜未告知，消费者知情权、选择
权受到损害。

另外，网购生鲜食品不新
鲜以及因快递超时、延误、未通
知或未经同意放置快递柜等原
因导致生鲜食品腐烂变质等；
网购进口食品标签存在问题，
无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无国
内卫生许可证号等；食品配料
含禁止添加物，如在牛奶中添
加丙二醇等；销售临期食品无
显著提醒；部分社区团购生鲜
食品进货渠道不明，质量堪忧，

存在安全隐患，也均在文中有
所提及。

部分美容机构
违规“收割”消费者

据中消协介绍，一些无良
商家在利益驱使下，通过制造
和贩卖容貌焦虑，凭空制造需
求“收割”消费者。

主要包括虚假宣传夸大功
效，如部分美容机构通过虚假
广告、编造用户评价等形式夸
大美容效果，欺骗、误导消费
者；模糊定价违规收费，如烫发
按头皮“分区”收费、纹眉按

“根”收费等；部分美容机构未
经批准擅自扩大诊疗范围，一
些从业人员无相关资质违规营
业，造成消费者伤害。

另外，一些美容机构以免
费体验为由招揽客户，诱导消
费者购买其产品和服务。对
此，中消协称，消费者以为自己
遇到了“馅饼”，殊不知已经掉
入了商家的“陷阱”。并且常常
因无法证实商家存在强制消费
行为或欺诈行为，只能选择吃

“哑巴亏”。

房屋烂尾、未按期交房
买房纠纷屡现

投诉情况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商品
房投诉57 8 7件，同比增长
23.31%。

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
房屋烂尾引发纠纷。如一些开

发商因挪用资金或销售量不及
预期，导致资金链断裂，项目因
此停工烂尾。部分消费者贷款
买房，为此要求停交房贷，引发
还贷风波。

另外，开发商未按期交房，
开发商承诺不兑现，以及开发
商利用补充协议、特别约定等
方式规避合同监管，制定不公
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等
也成为投诉热点。

电信运营商
花式“套路”消费者

中消协表示，随着互联网
的不良营销手法向传统行业的
渗透蔓延，电信服务领域套路
营销、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
权益现象花样翻新。

比如，一些电信运营商以
外呼形式推销收费业务，并以

“回馈老客户”或“赠送会员”等
名义诱导或故意误导消费者开
通新业务，消费者在未充分了
解情况下被收取费用。

此外，有的运营商未经消
费者同意变更套餐内容。还
有运营商人为设置转网障碍，
消费者携号转网“困难重重”。
如要求消费者到指定营业厅
办理，设置20年以上超长合约
期并规定合约期内不能转
网等。

诱导充值消费
网络游戏问题多

近年来，网络游戏在青少

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相关问题
也日益凸显。投诉情况显示，
2022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
受理网络游戏投诉18075件，
同比增长约22.26%。

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
网络游戏运营商诱导充值消
费，网络游戏运营商擅改游戏
商品特性，未成年人充值退款
难，网络游戏运营商公告停服
后续处理不当引发纠纷等。

同时，网络游戏涉及网游
开发者、游戏运营者、网游平台
以及支付经营者等多方主体，
消费者维权时易被多方轮番

“踢皮球”。

宠物服务纠纷
消费者举证难

投诉情况显示，2022年上
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宠物
类投诉6617件，同比增长约
89.17%，增幅较大。

其中，“宠物服务纠纷消费
者举证难”受到关注。中消协
表示，宠物服务涉及配种、繁
育、清洁、寄养、医疗、殡葬等一
系列内容，由于宠物自身无法
表达，因此一旦出现问题，消费
者常面临举证难、索赔难等
问题。

近年来，宠物交易乱象多
有报道，也成为此次投诉热点，
包括宠物交易无证经营、不提
供销售凭证、不签订销售合同；
不按照法律规定提供免疫、检
疫证明；隐瞒宠物健康状况，出
售带病宠物等。

中消协发布上半年投诉情况

食品安全、买房置业消费等成投诉热点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审议大会在联合国开幕

新华社联合国8月1日电 《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8月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大会将审
议条约执行情况，各国代表将就核裁
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等进行
谈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
上致辞说，此次审议大会适逢集体和
平与安全处于重要关头，气候危机、严
重的不平等、武装冲突、人权侵害、新
冠疫情对个人的冲击和经济的破坏，
让世界面临巨大压力，核风险处于冷
战以来的最高点。

他建议在五个领域采取行动：强
化针对核武器使用的规范、减少核战
争的风险、缓解中东和亚洲的紧张局
势、促进核技术的和平利用、完善《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生
效，其主要目标是防止核武器和核武
器技术扩散、促进和平使用核能的国
际合作以及推动实现核裁军。条约规
定生效后每5年召开一次审议大会，审
议条约执行情况。此次审议大会为第
十次，原计划2020年4月至5月间举
行，但因新冠疫情推迟至今。此次审
议大会将持续到8月26日。

2011年12月5日，在科索沃北部的亚格涅尼察，北约科索沃维
和部队士兵拆除塞族此前设立的路障。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科索沃当局7月31日深夜宣
布，经过同美国和欧洲联盟方
面协商，决定把针对塞尔维亚
车牌和身份证件的入境禁令推
迟实施一个月。

早些时候，这一禁令引起
科索沃北部塞族居民堵路抗
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指认
科索沃当局试图利用乌克兰局
势挑起矛盾。

塞族居民抗议

科索沃当局原计划从8月
1日起要求任何持塞尔维亚政
府所颁发身份证件入境的人，
在科索沃地区逗留期间，必须
取得科索沃当局颁发的临时文
件；还要求持有塞尔维亚车牌
的塞族居民重新登记，在两个
月内换成科索沃当局发的
车牌。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
亚·扎哈罗娃7月31日说，这一禁
令“歧视”科索沃塞族居民，科索
沃当局“蓄意使问题尖锐化”。

法新社报道，7月31日晚，
数以百计塞族居民用卡车、油
罐车和其他重型运输车辆堵住
通向亚利涅检查站和布尔尼亚
克检查站的公路，并聚集在路
障周围。

科索沃警方关闭这两处连
接科索沃同塞尔维亚其他地区
的过境口岸。塞族居民同一些
试图驾车过关的科索沃阿尔巴
尼亚族居民发生冲突。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报道，一名塞族人
在路障处受伤。

路透社报道，口岸附近，在
塞族人聚居的科索夫斯卡-米
特罗维察镇，防空警报响了三
个多小时。

去年9月，科索沃当局同
样要求持塞尔维亚车牌的司机
驾车进入科索沃时必须换成临

时车牌，引发塞族居民抗议。
科索沃当局部署警察特种部
队，塞尔维亚则出动战斗机和
直升机飞越交界地区。双方后
来达成妥协，局势降温。

推迟一月实施

科索沃当局领导人声称，
最新要求是“相互”的，理由是
塞尔维亚政府要求科索沃地区
居民入境时也得换证件换车
牌。然而，在同美国和欧盟驻
科索沃“大使”见面后，科索沃

方面宣布禁令延期一个月
实施。

武契奇7月31日晚接受媒
体采访时呼吁科索沃当局维护
和平，表示塞方正尽一切可能
缓和局势。他说：“无论多困难
也不会投降，塞尔维亚必胜。”

武契奇指科索沃当局试图
把自身装扮成受害者，企图借
乌克兰危机“出牌”。

对于科索沃而言，虽然靠
不断制造小动作来实现完全独
立的意愿强烈，但总体实力相
较塞尔维亚仍过于弱小，外交
上需要西方支持，经济上仰仗
西方援助与侨汇。

对塞尔维亚而言，加入欧
盟、融入欧洲经济圈是努力多年
的战略目标，甚至不惜为此推进
同科索沃经济关系正常化。

而从俄罗斯与西方博弈
的角度看，还有另一重解。如
果西方过于偏袒科索沃，只会
把塞尔维亚全面推向俄罗斯，
尤其是在俄罗斯对塞尔维亚
表示坚定支持的背景下。

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
亚共和国的自治省，1999年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动的科索
沃战争结束后由联合国托管，
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塞
尔维亚始终坚持对科索沃的
主权。

普京：

核战争中不会有赢家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1日电 俄罗
斯总统普京1日表示，核战争中不会有
赢家，核战争不应被发动。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1日发表的声
明，普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
次审议大会开幕之际向大会致信表
示，俄方认为核战争中不会有赢家，核
战争不应被发动。俄方主张国际社会
所有成员享有平等与不可分割的
安全。

他说，俄罗斯作为《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缔约国与存约国之一，始终遵循
文件内容与精神，完全履行与美方就
削减和限制相关武器的双边协议
义务。

他说，俄方高度重视作为《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核查机制的国际原子能
机构保障体系，认为保障其客观、去政
治化和从技术上合理运用是极其重要
的任务。

当局欲重推禁令 科索沃局势再起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