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货与网游投诉较为集中
除了传统的网络购物投诉

外，直播带货和网络游戏问题反
映较为集中。长三角消保委联
盟表示，网络直播带货在丰富人
们消费体验、弥补传统电商单一
销售模式的同时，直播翻车现象
也屡见不鲜。消费者投诉反映
的问题主要有：商品质量货不对
板，甚至销售“三无”、假冒伪劣
产品；宣传不实，夸大产品功效，
虚假优惠促销，承诺不兑现；售
后服务难保障，平台、主播互相推
卸责任，消费者找不到售后维权主
体；直播数据、销量刷单造假等。

而在网络游戏投诉问题中，
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网
络游戏巨额充值情况较为突出。
部分网络游戏经营者实名认证如
同虚设，未限定未成年人充值上
限，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验证充值人
身份，避免未成年人冒用家长名义

充值。此类投诉家长要求退款时
往往面临着举证困难的问题。

比如，2020年4月初，安徽省
宿州市消保委接到消费者刘某
投诉，称其13岁的孙子在疫情
期间用其手机玩游戏时偷偷购
买游戏道具，前后共被扣费用
21000余元。消费者认为该游戏
扣费过程太过简单，多次大笔金
额未经家长确认，联系游戏运行
商退款未果。经调解，运营商最
终退还消费者14500元。

教育培训存在较多虚假宣传
统计分析显示，教育培训服

务投诉多发，当前各类线上、线
下教育培训机构五花八门，培训
质量参差不齐，侵害消费者权益
现象层出不穷。2020年，长三角
消保委联盟共受理教育培训服
务投诉24847件，消费者投诉反
映的问题主要有虚假宣传教师
资质，肆意夸大培训效果，误导

消费者报班，实际教学质量与宣
传承诺不符；部分培训机构未经
消费者同意擅自更换老师、变换
场地、变更课程内容、更改课时，
从而影响教学质量；部分教育培
训机构不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或
者在合同中约定概不退款、收取
高额手续费等格式条款，设置退
款障碍，拖延退款时间。

此外，社区团购问题渐露苗
头，长三角消保委联盟表示，社区
团购以其便利的采购方式以及价
格优势得到消费者青睐，这一新
型消费模式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涌现出一些问题。比如团购生鲜
不鲜、缺斤少两、下单后缺货、配
送出错、包装不佳、提货体验差
等；社区团购多以团长对接供应
商，团长作为个人组织者对于产
品质量是否合格、蔬果农药是否
超标等难以保障。同时，团长发
布虚假推销广告、货物集中交付
后保管不当等也产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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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相关新闻]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早在600多年前，在
山阳金山嘴渔村地区建有大金
山天后宫，后来在战火中遭到破
坏。随着沪上首个海洋文化交
流中心——上海湾区海洋文化
交流中心建成启用，大金山天后
宫将在金山嘴渔村东北地块原
貌复建，这也是全市唯一一家恢
复重建的天后宫。

金山拥有 23.3 公里长的滨
海岸线，尤其是7.2公里长的生
活岸线，是上海最稀缺的城市海
岸线。面向“十四五”，金山区将
进一步激活城市海岸线的生活、
生态和生产功能，打响“上海湾
区”城市品牌，打开金山滨海地
区的更大“想象空间”，打造长三
角“黄金海岸”，努力提升金山地
区发展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在
此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发展和
弘扬湾区海洋文化显得尤其重
要。

这次上海湾区海洋文化交
流中心的建成启用，打造台商

之家，成立上海海事大学金山
嘴海洋文化研究基地、上海妈
祖文化交流协会会址、中华妈
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基地等，
努力将上海湾区海洋文化交流
中心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
全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和繁荣的
新高地。“比如新成立的上海海
事大学金山嘴海洋文化研究基
地，将开展对金山嘴妈祖历史
沿革的研究、霍光信仰资料的
整理与研究、俞兆岳资料的整
理与研究等。”

复建的大金山天后宫位于
金山嘴渔村东北地块，占地 10
亩，目前总体规划、功能布局和
设计效果图已经确定，相关建筑
材料也运至地块边，计划于今年
内动工复建。

上海湾区科创中心管委会
主任、金山区山阳镇党委书记孙
引良表示，上海湾区海洋文化交
流中心的启用，将为推进海洋文
化发展、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
升“上海湾区”城市品牌能级带
来深远影响。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多家银行近日发布
公告，将对异常账户进行清理，
一些长期没有交易的“睡眠账
户”，以及同一客户名下的账户，
将被注销或限制服务。如果还
想继续使用这些账户，需要在银
行规定的时间内持有效证件及
银行卡去银行网点办理激活手
续。

今年1月5日，建设银行发
布《关于清理长期不动个人银行
账户的公告》，将于2021年1月
21日至2月28日，对长期不使用
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销户清
理。清理范围为截至2020年10
月31日，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
未发生存现、取现、转账等主动
交易，账户余额为0，且无信用卡
约定还款、个人贷款还款等签约
关系的借记卡、准贷记卡、活期
存折账户。

公告还称，建设银行将对
长期不动个人银行账户清理事
项实行为期 15 天的公告。如
持卡人的账户在上述清理范围
内，且希望继续使用，请于2021
年1月20日之前持银行卡或存
折、有效身份证件到任一网点办
理激活手续；如未对账户进行激
活，将依据公告内容对符合条件
的长期不动个人银行账户予以
销户。

根据中信银行公告显示，不
仅会对个人“睡眠账户”进行清
理，还包括个人多个账户，除此
之外，余额在10元以下也被纳入

清理范围。中信银行近日发布
的《关于清理个人长期不动户及
个人开立多个结算账户的公告》
称，对账户余额低于10元人民币
（含）以下，以及截至每年10月
底，账户连续两年（含）以上未发
生任何非结息交易的个人结算
账户，将被限制交易。同一客户
在该行持有一百个及以上正常
或未激活的个人结算账户，也将
被限制交易，具体清理时间为
2021年1月8日开始。

邮储银行将于2021年 6月
30日（含）前逐步分批对同一客
户名下个人结算账户超标准（即
Ⅰ类户 1 个、Ⅱ类户 5 个、Ⅲ类
户5个）数量进行清理。如账户
存在上述情况，请持有效实名证
件，到该行任意网点进行合理性
登记、降级以及销户处理。逾期
未清理的账户，将限制金融服
务。

银行人士表示，银行实施清
理账户的举措，也是为用户的
资金安全着想。在电信网络诈
骗中，利用购买的银行账户实
施犯罪，是不法分子的常用手
段，许多被非法交易的银行卡
就是一些个人用户闲置或丢失
的银行卡。这些银行卡不仅沦
为不法分子洗钱的工具，还会
反过来伤害真正的持卡人。该
人士建议市民一定要妥善保管
银行卡，切记不要把自己的银
行卡借给别人，如果有长期不
用的银行卡，最好到指定的网
点进行销户，避免未来出现不
必要的麻烦。

长三角一体化，交通先行。

记者近日从市交通委获悉，目

前，沪苏浙 9 条省界断头路均已

有新进展，部分断头路已开通，

部分道路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

中。

根据本市工作要求，市交通

委牵头协调推进本市9个省界断

头路项目，包括青浦区与昆山

市、吴江区对接的外青松公路、

盈淀路、胜利路、复兴路、东航路

5 项；嘉定区与太仓市对接的城

北路1项；金山区与嘉兴市、平湖

市对接的叶新公路、朱吕公路、

兴豪路（北）3项。

截至2020年底，青浦区盈淀

路和东航路、嘉定区城北路、金

山区叶新公路已打通并同步开

通毗邻公交。目前，青浦区复兴

路、胜利路（不含跨吴淞江大

桥）、金山区朱吕公路已基本建

成，正在完善通车前相关事宜。

其中青浦区盈淀路于 2018

年10月1日开通，是长三角一体

化上海市打通省界断头路项目

中首条通车项目。嘉定区城北

路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开通。道

路通车后，改变原本嘉定城北路

前往太仓岳鹿公路需要绕行霜

竹公路、娄陆路、郑河西路的现

状，通行时间由原来的近半个小

时缩短到5分钟左右。嘉定公交

部门同步新开通了一条跨省公

交线路——公交嘉定 7 路 B 线，

可从嘉定直通太仓。

另两条道路也在去年年底

都已陆续开通。如同样位于青

浦区的东航路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开通。金山区叶新公路则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开通，这是沪

浙毗邻地区打通的首条省际断

头路。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发布2020年度投诉统计分析

网络直播带货翻车屡见不鲜

长三角9条跨省断头路已有新进展

首个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启用

多家银行将清理
“睡眠”“超量”等异常账户

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成2020年消费投诉热点。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蔡广新 制图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日前发布《2020年度投诉统计分析》，分析显示，2020
年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55764件，同比上升5.23%，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4.94亿元。其中，上海市消保委受理160997件，江苏省消保
委受理190765件，浙江省消保委受理84121件，安徽省消保委受理19881
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消费投诉成为2020年的新热点，长三角消保委联
盟共受理网络消费投诉111671件，投诉量约占总数的1/4。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