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时尚产业发展势头正猛，
随之而来的美容美发行业的消费投诉
也成为焦点。
记者从宁波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2015年和2016年，我市12315热线平台分
别接到涉及美发行业的消费者投诉
2857件和3069件，连续两年居全市服务
类投诉首位。投诉的主要问题是预付卡
消费纠纷、产品质量和价格问题。去年，
金报报道的“天价理发”及其老板跑路
风波以及美发行业销售套路等问题，引
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近日，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大市
范围内开展了为期10天的美发行业集
中整治， 共检查美发经营单位1392家，
发现问题并责令改正222家， 立案查处
6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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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到美发店实地检查 通讯员供图

□通讯员 张淑蓉 王前 记者 王冬晓

宁检
波查
开
展
美家
发
行整
业改
集
中家
整
治立
案
查
处
1392

有
些
美
发
店
竟
在
使
家用
﹃
三
无
产
品
﹄

数据显示
美发业连续两年位居服务类投诉首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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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美人士李女士来说，美发店是她
除健身房之外去得最多的地方。
李女士是全职太太， 两个小孩相继进
入小学和幼儿园之后， 她有了大把的时间
提升自己。“现在的美发店， 早就不是三十
年前的剪剪头发刮刮面咯。除了做头发，美
发店里还可以做经络按摩、 脸部护理之类
的。”现在，李女士有专门固定做头发的师
傅。之前，她换了四五家理发店。
“前年，我在一家名头很响的店里做头
发，可理发师失手了，头发剪坏了还非要说
这是当季最潮的发型。”李女士说，之后她
又换了家店， 结果她对一款染发剂过敏闹
得“不欢而散”。
说到美发行业备受诟病的预付卡消费
纠纷， 李女士说她也遇到过。“最早办的永

琪卡，还在家里，里面还有两千多块钱。”
记 者 查 看 宁 波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12315 热
线 去 年 8 月 -10 月 关 于 美 容 美 发 的 投 诉 案
例。 除了因为店面关门预付卡无法使用导
致的群体性消费纠纷外， 记者回访30多个
案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男顾客最受不
了的是打着“低价”“打折”或“免费”的
幌子，在服务中临时加价或捆绑销售。女顾
客最爱投诉的是产品质量或烫发、 剪发效
果等问题。
此外， 据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统计，2015
年和2016年， 我市12315热线平台分别接到
涉及美发行业的消费者投诉2857件和3069
件，连续两年居全市服务类投诉首位。投诉
的焦点主要是预付卡消费纠纷、产品质量和
价格等问题。

，

实地检查

66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的这次集中整
治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市场监管，一个是
抽样检测。
市场监管重点检查美发店的主体经营
资格、广告宣传、格式合同、美发服务等。
抽样检测是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专门
对美发产品质量开展监督抽检和评价性实
验。 检查对象主要是日常举报投诉集中或
日常检查问题较多的美发店和美容美发连
锁企业。
记者查看检查报告发现， 经营资质和
经营行为不规范是主要问题， 合同违法和
产品质量令人堪忧。

问题一：经营行为不规范
127家美发店经营资质存在问题
出去吃饭， 大家都会留心餐饮店有没
有证照。然而去美发店，不少消费者并不太
注意经营者资质问题。“对于没有资质的店
家，一旦发生纠纷或者跑路，找不到市场主
体，维权很艰难。”宁波市消保委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说。
本次检查结果显示经营资质是大问
题，共发现无照经营95家，擅自变更企业名
称17家，超范围经营15家。也就是说经营资
质有问题的共127家，占了全部有问题的一
半以上。
此外，经营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不少。
12家美发店有虚假广告或宣传行为， 如宣
称“全场免费”，实际需要先消费后才能获
得免费项目； 有自己冠以 “中国著名品
牌”、“美容美发百强名店”等名号，但所谓
荣誉称号却无法佐证； 还有销售的美发产
品、保健食品冠以“百年”、“祖传 ” 等 名
头，随意夸大宣传疗效的。
未明码标价或价格不透明的美发店57
家，如部分美发店提供的服务分店长、设计
总监、一般店员等多个档次，但只对最低档
的价格予以公示。

问题二：合同违法
办卡不签协议或协议含“霸王条款”
现在随便去家美发店， 店员都会不遗

余力地推荐办理会员卡。虽然美发行业的预
付式消费备受市民诟病，然而不办卡又享受
不了会员折扣，很多消费者无奈选择办卡。
然而，办卡时有签过纸质协议吗？昨天，
记者在微信朋友圈里做了个小调查。30个办
卡消费者中，只有两个人签有合同，“是强烈
要求手写的类似收据的东西”。
“如果没有合同， 一旦店家关门很难调
解，即使走司法程序，官司也不好打。”市消
保委工作人员介绍说。
本次检查也发现这一问题严重， 其中，
合同违法行为29起，如办理会员卡不与消费
者签署书面协议， 也不提供消费凭据的；即
使有部分美发店办卡虽有明示条款和协议，
但其中却存有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不平等条
款，如“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本卡一
经售出概不可退”等“霸王条款”。
“这些行为，在实地检查中有发现，均已
被责令改正或立案查处。” 宁波市市场监管
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既然都曝光了
那就赶紧行动吧
可能是上夜班的我们，对发型不太
讲究，反正我理发从来没有与人有过冲
突， 这就类似刘强东那个段子：“夜班
编辑一般对发型不敏感。”不但对自己
发型不敏感，对别人的也不敏感。但我
知道，其他人不这样看，很多人对发型
非常重视，一丝一缕，都好在乎。
现在既然问题都曝光了，涉及美发
行业消费者投诉几千起，投诉的问题也
很清晰。 那么监管部门就赶紧行动吧，
严肃认真地调查，查实证据后，果断采
取措施。
美发这个行业， 业务看似是固定
的，但是业务的伸缩性很强。如果店家
态度不好，消费者肯定用脚投票。但问
题是，很多套路都是在“笑脸中”搞起
来的，让人防不胜防。产品质量、价格争
议、预付卡纠纷，这些种种，光靠消费者
根本应付不了。
只要想解决，永远有办法。比如问
题非常严重的，可以吊销其证照，一段
时间内令其不得从事美发行业； 问题
一般严重的， 可以在媒体上发布消费
提醒；问题轻微的，处以口头警 告，责
令整改。
怕就怕，总是3·15前后来一阵子雨
过地皮湿， 到今年年底或明年3·15,然
后又说我们又收到了多少投诉……做
具体工作，不是写纸面总结。
本报评论员 贡万军

小贴士

问题三：产品质量堪忧
有些美发店竟在使用“三无产品”

美发产品
不可轻信店家推荐

结合实地检查，市场监管部门还委托第
三方检测机构专门对美发产品质量开展抽
样检测和评价性实验。 共随机抽取266批次
美发产品进行检测，其中监督抽检244批次，
而对开封使用过的22批次商品开展评价性
实验，22批次产品中检出不合格12批次，检
出不合格项目13项次。
记者查看报告发现， 不合格项目中，
“MIT和CMIT的混合物”问题最突出，占比
53.8%。据了解，这两种物质均属于高效杀菌
剂，含量超标可能会使敏感肤质人群诱发皮
炎等过敏反应，其次是“菌落总数超标”，占
比30.8%。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举报投诉中心
相关负责人建议， 消费者在接受美发服务
时，对于洗发液、护发素等清洗型产品可以
尽量选择自带。
此外，检查还发现部分美发店管理混乱
而导致的商品质量隐患问题。如进货把关不
严，不少美发产品没有中文标签甚至是“三
无产品”；还有使用前需皮试的商品，一些经
营者未作提醒就直接使用问题等等。

“相比时髦靓丽，消费者更应该把
安全放在第一位。” 宁波市市场监管
局举报投诉中心相关负责人提 醒 说 ，
消费者选择美发服务时要注意提前问
清楚价格， 并对店家推荐的商品仔细
查验。
一要选择具备经营资质、有一定规
模和卫生条件较好的美容美发店消费；
二要谨慎理性办理会员卡，根据自
己的实际需求慎重对待各种打折促销
活动，而且要尽量与商家约定好双方的
权利义务并索取书面凭据；
三要仔细甄别商家使用的美发产
品，正规产品应详细注明生产商信息和
相关许可证号、批准文号等（可登录国
家食药总局网站查询）；
四要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对容
易引起过敏的产品在使用前应要求商
家先在身体其他部位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