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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观察

高额退票费、大数据杀熟……

在线旅游成投诉重灾区

“五一”旅游消费旺季结束后，
电
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用户维权
案例库显示，在线旅游(OTA)成为消
费投诉“重灾区”
，订票、出行、酒店住
宿、旅游景点消费的各环节都存有诸
多猫腻。问题集中表现为收取高额
退票费、订单无法消费、下单后难预
约、退改签遭拒、货不对板、特价商品
拒绝退款等。
据此前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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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五一”
前发布的“2019 年 Q1 全国 OTA 电
商平台 TOP10 消费评级榜”显示，有
些 OTA 电商平台“反馈率、回复时效
性、用户满意度较低……获‘不建议
下单’购买评级”
。
对于长期以来 OTA 存在的一些
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线预订客房 到期无法入住
出门在外，很多人都会选择通过
OTA 预定酒店，但其间也发生了一
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五一”前，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

解平台接到一名用户对一家在线旅
游平台的投诉，称其 4 月 17 日通过
某在线旅游平台微信小程序订了遵
义一家酒店的房间。到达酒店后被
告知无法入住，这名用户随即联系
在线旅游平台，客服的解释是由于
未将订单发至酒店导致无法入住。
其后，对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退掉原订单，并为用户重新在另一
家酒店下单，而新酒店的入住费用
比原酒店贵 172 元，这部分钱需由
用户本人垫付，在退房后的 3 至 5
天内平台将赔付至用户个人支付
宝。但这名用户直到投诉时仍未收
到这笔钱。
记者通过一家在线旅游平台预
订杭州某家酒店的客房时，发现同
类客房有“免费取消”和“有条件
取消”两类，前者定价 488 元，后者
定价 396 元。
平台客服告诉记者，酒店不同
退款比例也不同，最高可按照原价
格的 90%进行退款。但记者从这家
酒店获悉，如在 16:00 之前取消订单
可以全额退款，18:00 之前取消需要
支付 40 元。
据了解，一家在线旅游平台与其
他网络平台合作设立了信用住，
为信
用良好的消费者提供三免服务(免押
金、免排队、免查房)，受到一些消费
者的欢迎。

但是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
信用
住的确免去了一些繁琐的入住流程，
提升了整体效率。但信用住在系统
设置和问题处理方面并没有达到令
消费者足够满意的程度。
据这名消费者介绍，
他曾用信用
住在北京订了一家酒店，住了两晚，
实际需要付款 1432 元，但在后续的
扣款中却被扣除了 2577.6 元。客服
回复他称，这是属于支付软件的问
题。经过与客服反复沟通后，
他才完
成了退款，
并收到双倍赔付的短信。
“信用住的双倍赔付是退一赔
一，我查找过相似案例，发现赔付的
力度和数量都有所不同。感觉信用
住的赔付仍旧取决于酒店自身，
平台
与酒店在赔付方面的具体规则和沟
通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位消
费者说。
戏剧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李浩告
诉记者，
他曾经使用这家在线旅游平
台的信用住预订了北京的一家旅馆，
由于不太确定自己的行程，
所以只订
了两天，并且默认勾选一天一付，但
平台并没有及时扣费。
“我总共住了 3 天，
但是在入住酒
店后的三四天都没有扣费。后来我
又向有关投诉平台反映，
还是没有完
成扣费，也没有相关短信予以提示，
最后导致我的信用逾期，
信用分数下
降。我发现网上也有类似的例子，
都
是迟迟没有扣款所致。
”
李浩说。
李浩也曾经联系过这家在线旅
游平台的客服，
但他认为对方的回复
“是在推卸责任”
。截至目前，
李浩的
投诉页面仍然没有得到回复。

机票无法更改 游客窘困谁管
除了订酒店之外，还有很多用
户选择通过在线旅游平台预订车
票、机票。
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接
到用户投诉称，
在某在线旅游平台购
买两张机票，并支付了 972 元。下午
查看退票所需费用，
点开以后就显示
退票成功，收取退票费 972 元，退款
金额为 0 元。这名用户说，平台没打
一个电话给他确认是否退票，
也没有

下一步操作。他打电话联系客服申
请退款后，
被告知由于是客户操作失
误，所以不能恢复机票也不予退款，
给出的解决办法是送一个五折红包
让其重新订机票。
天津大学生柳旻曾经在某家在
线旅游平台上买过火车票，
当时页面
显示有余票，
于是进行订购，
支付成功
后在出票环节出现问题，
显示出票失
败，
原因是证件未通过铁路部门核验。
“我在 12306 网站有过买票经历，
身份核验准确无误。与平台客服进
行沟通的时候，客服竟然说‘换个软
件吧，
别用这个平台’
。
”
柳旻说。
如此回复让柳旻十分不满，
“虽然
抢票快，
价格比同类网站稍微便宜，
但
客服人员这样回复跟闹着玩似的”
。
还有一名用户在“五一”前夕通
过某家在线旅游平台预订了从上海
浦东飞往香港的机票，
后来因为个人
原因取消订单。
“这家网站在 4 月 29 日凌晨 2 点
48 分给我发来短信，称退款申请被
拒 ，原 因 是 无 法 联 系 到 用 户 ，原 来
1000 多元买的机票只能退 140 元。”
这名用户告诉记者，
他对此感到很气
愤，
于是在网上发文进行投诉。
随后，
这个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服
通过电话联系到这名用户，
称可以退
200 元，但需要其删除在网上发布的
有关内容。
除此之外，收取高额改签费也
一直是在线旅游平台备受人们诟病
的地方。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案例
显示：李先生 2 月 26 日、27 日在某在
线旅游平台购买了贵阳-沙巴往返、
沙巴-斗湖往返的机票，其中有 3 张
机票的姓名拼音需要更改。航空公
司表示第三方订票需由第三方更改，
但在线旅游平台回应不能更改，
原因
不明，
只能退旧买新。对于客服提供
的解决方案，
李先生认为价格太高并
且不合理，航空公司规定可以更改，
在线旅游平台却拒绝更改。
(应采访对象要求，
文中均为化名)
（配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据法制日报 5 月 14 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