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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的规定

“不合时宜”

2014年4月22日从12306
网站购买4月24日D5692次
衢州到杭州火车票的杜伟

（化名），24日下午凭票从衢
州站检票上车，当天晚上6点
半抵达杭州火车站。出站检
票时，杜伟发现车票不慎遗
失，他与车站交涉，提出将本
人身份证和12306反馈至个
人邮箱的购票通知给车站工
作人员查看，要求车站核实
后放行。但车站不予核查，坚
持认为车票遗失必须全额补
票才予放行。

迫不得已，杜伟全额补票
后得以离开。坐了一趟车，却
买了两次票，杜伟心有不甘，
23天后将杭州火车站投诉到
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下称“浙江省消保委”）。

从去年5月开始，浙江省
消保委已陆续接到几名消费
者投诉，表示实名购票乘车后
不慎遗失车票，但杭州城站、
温州南站方面拒绝消费者凭
身份信息进行查询，强迫消费
者补票。

而后浙江省消保委通过
电话、公函等方式向负责的上
海铁路局询问，上海铁路局回
函称，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
程》（铁运〔1997〕101号）第43
条：“旅客丢失车票应另行购
票，在列车上应自丢失站起

（不能判明时从列车始发站
起）补收票价，核收手续费，旅
客补票后又找到原票时，列车
长应编制客运记录交旅客，作
为在到站出站前向到站要求
退还后补票价的依据，退票核
收退票费。”认为要求补票的
行为合理。

浙江省消保委觉得，这个
18年前的规定，在如今购票实
名制、网络订票等背景下，显
得不合时宜，也侵犯了不特定
的多数人利益，以后如果有旅
客购票后在出站前遗失车票，
还会多花一次冤枉钱。与车站
所属的上海铁路局交涉无效
后，浙江省消保委决定用公益
诉讼的方式起诉上海铁路局，
保护消费者权益。

3月11日，此案的代理律
师徐霄燕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2 0 1 4年实施新消保法
赋予了浙江省消保委这样省
级及以上消保委公益诉讼主
体资格，以前没条件，现在有
条件了。”

徐霄燕介绍，浙江省消保
委成立了公益诉讼律师支援
团，在收到上海铁路局回函
后，支援团和浙江省消保委就
围绕是否进行诉讼、诉讼障碍
等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浙江
省消保委应要求上海铁路局
停止侵害，并向所侵害旅客赔
偿损失。

这是首例消费公益诉讼，
出于谨慎考虑，浙江省消保委
还组织了浙江省法学会、浙江
省人大法工委等专家进行研
讨。“出于减少阻碍考虑，专家
限定诉讼请求只有一个，上海
铁路局停止侵害即可。”徐霄
燕说。

2014年12月30日，徐霄
燕同浙江省消保委赶到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起诉
状。

起诉一个月

法院不受理

“遗失车票需要补票”，这
个常见于火车站出站口的规
程，成为浙江省消保委与上海
铁路局的争议焦点。

浙江省消保委在起诉书
中表明，该规程在出台时，旅
客购票尚未实行实名制，车票
是铁路运输部门与旅客客运
合同关系的唯一凭证。因此第
43条规定旅客丢失车票应另
行购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2011年6月实行实名制
后，车票不再是客运合同关系
的唯一凭证，12306网站在购
票成功后发送到旅客手机或
邮箱的购票信息，铁路运输企
业保存的旅客购票信息都可
以证明旅客购票的事实。”徐
霄燕认为，在有证据证明消费
者已购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
旅客遗失车票就让旅客二次
购票，违反了民法通则和合同
的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原
则，不合法，也不合理。

徐霄燕认为第 4 3条的
本意是原则上旅客如遗失车
票，应另行购票，但有证据
证 明 已 购 票 的 ，则 可 以 退
款。“第 4 3条的出台不是为
了惩罚旅客，而是在旅客遗
失车票后无法查证是否已购
票情况下做出的规定。在实
名制购票情况下，车站完全
可以对旅客购票信息进行核
实。另行购票是铁路运输部
门对第43条的断章取义。”

徐霄燕的观点得到了浙
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和
王秋潮等人的认可，后来又得
到了参与修改新消法的全国
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扈纪华、中
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等学
者的认可。

徐霄燕介绍，起诉之后，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工作人员
与他们进行了初步沟通，“虽
然没有明确说，但他们是希望
我们不要起诉。”

针对第43条，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与徐霄燕等人产生了
分歧。“法院开始认为，该规程
属于部门规章，但我们认为规
程的出台不符合部门规章出
台程序，规程只是一个内部规
范性文件。”徐霄燕说，“上海
铁路局将规程列在车票后面，
实质上是与购票旅客签订了
铁路运输合同，第43条则是格
式条款，片面加重购票乘客的

责任。再者，上海铁路局在上
海工商局登记为企业法人，这
说明旅客与上海铁路局是平
等民事主体关系。”

今年1月6日，浙江省消保
委签收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邮寄送达的《补充材料通知》，
当天，浙江省消保委就根据

《补充材料通知》在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当场提供了被告上
海铁路局的《工商档案机读材
料》原件。

1月7日，浙江省消保委向
上海铁路局邮寄《关于补充材
料通知的回复》和《关于消费
公益诉讼案有关问题的说
明》。1月13日，浙江省消保委
邮寄公函，敦促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依法受理本案。1月15日，
浙江省消保委第二次收到上
海铁路运输法院邮寄送达的

《补充材料通知》，随后回寄了
《关于再次敦促依法立案的
函》。1月30日，浙江省消保委
收到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的
不予受理的裁定书，并随即决
定再次上诉。

3月13日，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一位法官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此案已经按照法律程序
将浙江省上诉状转交中院。

损害了不特定多数人

“之所以如此周折，是因
为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认为我
们提供的关于消费公益诉讼
的证据资料不足。”徐霄燕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1月30
日下发给浙江省消保委的裁
定书中明确，消费民事公益诉
讼针对的是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但浙江省消保委不能
提供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相
应起诉证明材料，故该起诉不
合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

徐霄燕称，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要求补充材料有点“苛
刻”，甚至“十分抽象”，“有点
找借口不予受理的意思。”而
浙江省消保委也认为，自己提
供的上海铁路局回函就足以
证明“强制实名购票乘车后遗
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行
为并非仅针对个别消费者，而
是针对全体铁路旅客。

“上海铁路局不仅已侵害
了实名购票乘客遗失车票后
另行购票的乘客的权利，而且
继续侵害实名购票乘车后遗
失车票的不特定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徐霄燕说。
徐霄燕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在法院未下达不予受理的
民事裁定书前，1月21日，浙江
省消保委甚至向上海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邮寄《关于要求对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进行立案
监督的函》，认为法院存在严
重超期“不立不裁”的做法，违
反了民诉法的规定，限制了浙
江省消保委依法享有的诉权。

1月27日，中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研究会组织“首例公
益诉讼研讨会”，对浙江省消
保委进行了声援。

会上，对外经贸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苏号朋认为，公益
诉讼保护的是不特定多数人
的权益。铁路部门实行的“实
名购票消费者遗失车票后需
要另行补票”的规定，针对的
对象是所有需要乘车的消费
者，每个消费者都有可能丢失
车票，从而被要求补票，所以
这个规定面向的是非特定的
对象，不能说因为实际丢失车
票的消费者数量不多，就说他
们不是不特定的多数的人。

基于此，苏号朋认为浙江
省消保委提起的诉讼是符合
公益诉讼的，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孙颖和中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都持此
种观点。

但也有与会专家认为，遗
失车票后，若把身份证作为购
票凭证会加大铁路运输公司
成本。

得知法院不予受理，为
了继续声援，中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研究会于2月12日
又组织了一次研讨。参会的
除了法学专家外，还有中铁
总公司的代表。其中一位代
表从非法律层次上倾诉中铁
总公司的不易，“法律必须依
据现阶段的实际，不能过度
理想化，在铁路整体负债经
营的前提下，现阶段拿出数
亿的资金添加设备会增加巨
大成本，持票人丢失车票，无
论主观是否故意都有过错。”
该代表认为，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不予受理是合理的，浙
江省消保委应该撤诉。

作为消费公益诉讼第一
案，不少法律专家依然希望能
尽快立案，若浙江省消保委能
打赢这场“官司”，那么极有可
能促使铁路总公司在全国范
围内取消这个规定，这对未来
的公益诉讼也将有极强的指
导意义。

浙江省消保委就丢票后补票规定状告上海铁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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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这种做法一直被乘客们诟病不已。
去年12月30日，刚刚获得公益诉讼主体资格7个月的浙江省消保委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全国首

例“消费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上海铁路局立即停止该行为。
这一起诉完全具备公益诉讼的基本特征，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并没有受理，如今还在僵持。而无论

法院最终是否立案，该案都将在我国用公益诉讼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历史上留下一笔。

按铁路部门规定，乘客即使买了票，若检票发现票丢失仍得补票，许多法律学者认为这一
规定严重损害了乘客的权益。（资料片）

消协做完比较试验

好产品马上脱销

今年2月2日，中消协发布了
《2014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
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消协
组织去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约62
万件。

“与往年相比，投诉数量在下
降。”刘敏说，传统行业产业易发生
消费纠纷的问题，经多年整治已较
为规范。与此同时，消费者维权能
力的提升，使部分消费纠纷在消费
者与经营者双方之间便可解决，加
上纠纷解决渠道的增加，都是消协
接到的投诉数量减少的原因。

随着消费者投诉数量下降，消
协开始改变自己的履职方式，“关
口前移”成为近年来消协组织工作
的关键词。

据刘敏介绍，在消协成立之初
的十年，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在解决
投诉。“我们发现，有时即使解决了
纠纷，也难以抚平消费者受伤的
心，”他说，“还有很多纠纷，是通过
掌握消费知识就能完全避免的。所
以，与其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去处理
纠纷，何不教给消费者知识，提高
他们的免疫力呢？”

于是，在保证投诉正常受理的
基础上，消协组织工作的重心逐渐
向消费指导和消费教育方面倾斜，
将消费维权关口前移。

比较试验就是消协开展消费
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2015年3月10日，中消协、山东
省消协和济南市消协联合发布了

《55款洗衣机比较试验结果》，从消
费者关注和实用角度，测试了市场
上常见的洗衣机品牌的洗净效果、
能耗、水耗，以及洗衣机的噪声、震
动等性能，比较了性能差异，以期
为消费者选购提供参考。

“比较试验最主要的作用，是
解决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刘敏
表示，在日常消费中，影响消费者
购买体验的，往往是专业知识的限
制，“消费者对一个商品的了解程
度，不可能像专业人士一样多，也
不可能把每个品牌的产品都买回
家试一试。”

刘敏说，按照消协的职能，以
及参照国际消协组织的经验，消协
可以将商品送到权威部门，就消费
者普遍关注的指标进行检测。

“我们选对的，而不一定选最
贵的，”山东省消协消费指导部主
任李洪旭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通
过试验后的数据对比，消费者可以
根据价格、品质等因素，做出最适
合自己的选择。”

早在去年二季度，中消协就联
手天津市消协开展空气净化器比
较试验，受测的21款室内净化器和
4款汽车净化器，净化效能差距最
高达6倍。其中，售价上万元的国外
某知名品牌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
能竟不如售价两千多元的国内某
品牌空气净化器。事后，该国产品
牌空气净化器卖到脱销。

也正因此，有人质疑消协的比
较试验具有广告色彩。对此，刘敏
说，“我们做比较试验的经费，全部
来源于公益性和财政拨款，以保证
试验结果的客观性，决不会偏向某
个企业或品牌。”

“一个比较试验，从立项到审
批并最终实施，有一套严格的流
程。”李洪旭强调，确定一件比较试
验的商品，既要考虑当下的消费热
点，也会参考国家工商总局的重点
领域的治理要求，还会考虑消协的
年度工作计划，以及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等因素。

不过，目前消协组织的比较试
验，尚未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我们也在反思，品种选择上
如何更贴近消费者，实验数据上更
易懂，发布形式上更容易传播。”刘
敏说，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
重视这种消费指导。

除了消费指导，消费领域持续
的变化，诸如可定制消费、网络跨
境消费等新形式的出现，正在对消
协工作不断提出新要求。刘敏介
绍，在跨境消费方面，中消协正在
建立国际化的行动，与国际消费者
联合组织加强互动和合作，并已着
手与他国签订相关协议，解决我国
消费者在跨境消费过程中产生的
纠纷。

“这项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但
我们首先要打好解决纠纷的基
础。”刘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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