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费随意、收费昂贵、
不花钱就得“受罪”

“感觉处处都是坑！”上周董
小姐和家人在北京办理签证时遭
遇“任性”收费。

临时要求增加翻译文件，收
取高价翻译费。“签证中心工作人
员要求我提交房产证翻译件，并
提出收取110元/页的翻译费。”董
小姐告诉记者，她觉得收费太贵，
提出想自己翻译。工作人员则
称，自己翻译也可以，必须重新排
号办业务。董小姐想想此前长达
数小时的排队时间，只好掏钱。

被无理要求支付3份高额邮
寄费。“一站地铁的距离，签证中
心索要快递费80元，即便使用网
约跑腿服务，这个价格也高出四
五倍。”董小姐说，更令她气愤的
是，她一家三口办同一业务一起
交材料使用同一个收件地址，但
却被告知须交3份快递费。

董小姐还告诉记者，本来是
签证中心为避免自取证件的客户
白跑一趟的短信提醒服务，价格
高达20元一条。如果不交，取件
时就可能白跑一趟甚至多趟。

董小姐的遭遇绝非个案。北
京居民史女士发现，自己提前在
签证中心进行网络预约后，仍要

排队四五个小时。此时有工作人
员反复劝导她，现场花四五百元

“插队费”购买VIP服务即可免去
排队。史女士发现工作人员收取
费用后都未提供正式发票。

“哄”“唬”“硬”：
忽悠掏钱“三板斧”

记者在北京一家签证中心提
供的可选服务费用表上看到：短
信通知20元、快递80元、打印10
元/页、照相40元、贵宾服务390
元、超级快签8421元……不少人
向记者反映，这些“天价”服务号
称“可选”，但往往“不得不选”。
记者发现，工作人员忽悠客户掏
钱有其固定套路。

——先“哄”。记者在多地签
证中心看到，工作人员会从客户
进门开始就向其推销付费排队的
VIP服务。一份服务的价格通常
在300-600元左右。记者从一些
工作人员处得知，他们看准了来
办理签证业务的大多是经济条件
尚可的客户，对几十元数百元的
费用痛感不强。于是就反复给客
户灌输所谓“花钱买方便”的观
念，忽悠客户多掏服务费。

——再“唬”。“不按我说的，
签证很可能通不过。”这句话已成

为“控制”客户掏钱的“咒语”，十
分灵验。董小姐告诉记者，当她
考虑不掏高额翻译费用，直接递
交材料时，就是这句话唬住了她。

——最后“硬”。对哄不听又
唬不住的客户，一些工作人员往
往会强硬坚持。上海罗女士在签
证中心为自己和儿子办理德国签
证时被工作人员要求额外复印一
份经济来源证明。但此前她已在
相关官网查明并不需要。可在工
作人员坚持下，罗女士只能多复
印了20多页相关材料。还有些
工作人员会给不愿消费的客户找
些“麻烦”，比如让他们重新排队
办业务或长时间等待。

专家称签证中心
“任性”收费属违法行为

记者得知，不少消费者曾向
12358价格监管平台投诉签证中
心“任性”收费问题，但得到回复
称：“快递等服务价格问题属于市
场调节价，经营者可根据生产经
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行制定
价格。”这样的说法成立吗？

“签证中心是介于办理人与
使领馆之间的一个服务机构，主
要进行业务咨询、材料收集和初
审、签证取回等工作。”中国旅游

研究院学者杨劲松称，不少国家
的使领馆会授权一个第三方机构
协助签证受理工作，该机构又在
中国本土找到合作企业在相应城
市设立签证中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驻华使领
馆的签证外包服务主要集中在
VFS Global、TLS contact 和 BLS
三家服务商。

专家提醒，市场化企业属性，
并不意味着签证中心就有权“任
性”收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
委员会专家邱宝昌认为，签证中
心因其与特定国家使领馆之间的
授权关系，具有独占属性，实际形
成了市场支配垄断地位。“利用这
种垄断独占地位实施高收费、乱
收费，已经违反了反垄断法十七
条相关规定，是违法的。”邱宝昌
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反垄断执法
部门应该对相关违法行为及时进
行查处。

针对有网民反映个别欧洲国
家在华签证中心出现额外收费等
问题。外交部领事司表示，正向
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了解情况并
沟通意见和看法。“我们希望有关
国家驻华使领馆切实保障正常签
证申请秩序，为双边人员往来提
供便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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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短信20元、一份快递80元、打印一页10余元……

办签证，你花过这些冤枉钱吗？

早报讯 交行四川省分
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始终
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把

“两个维护”落实到实际行
动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

首先，紧盯“关键少
数”。建立干部廉洁档案，
进一步加强全辖行干部的
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综
合掌握和规范干部廉洁从
政情况。其次，夯实监督合
力。完善监督信息资源共
享，尝试运用信息技术工
具，搭建“四川省分行纪委
日常监督信息系统”，提升
监督成效。再次，深化派

驻监督。强化对省辖分行
班子的监督，从各类内外
部检查中寻找问题线索，
主动与当地监管机构对
接。然后，聚焦监督首要
职责。督促各单位主要负
责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对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
富集的重点领域的监督。
最后，精准运用“四种形
态”。加强问题线索集中
管理。省分行纪委汇总全
辖问题线索，再进行分类
处置。同时加强动态管
理，定期组织纪检监察部
门分析问题线索综合情况，
并提出建议。

（沈婷婷）

早报讯 8月13日，四川
省银行业协会召开《四川银
行业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暨四川银行业社会责
任工作表彰会，省金融监管
局、四川银保监局、省银行
业协会、全省银行业机构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中行
四川省分行荣获全省银行
业社会责任工作最高荣誉

“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
构”大奖。

2018年，中国银行四川
省分行强化党建引领，践行
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大局，
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

在支持改革创新、落实普惠
金融、提升服务质效、助力
公益慈善、推进精准脱贫等
方面勇于担当、真抓实干，不
断提升服务质效，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全力助推“治蜀兴
川”再上新台阶，成为推进四
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和谐发
展的金融先锋主力军。

未来，中国银行四川省
分行将以荣誉为起点，以荣
誉为动力，在保持高质量发
展的同时，不断提升担当社
会责任的能力，为国家、社
会、客户、员工创造更大的
价值。 （沈婷婷）

交行四川省分行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四川中行荣获四川银行业
2018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奖学英语却不小心陷入网贷陷阱

去年10月份，武汉王先生在网
上看到英语培训广告。在英孚教
育销售人员的反复推销下，王先生
订制了23999元的两年强化私教
课。“他们承诺一定能学会，而且老
师会24小时教学。”王先生说。

报名时，销售顾问称可分期缴
费，但并未明确其贷款性质，对于
贷款限制性条款及其风险也只字
不提。王先生在销售顾问指导下
填写了一些表格，几个月后才惊讶
地发现，所谓“分期付款”，其实是
百度“有钱花”网络贷款，每月需定
期还款，且金额占工资的一半，“压
力山大”。

王先生多次提出退款，销售顾
问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王

先生提供的“有钱花”还款记录显
示，他已连续还款9期，目前仍在
继续，待还款总额为 12499.39元。

“不按时交的话会影响征信。”王先
生无奈地说。

教育分期是给消费者的“馅饼”？

记者在一个近2000人的投诉
退款QQ群里发现，很多人有类似
遭遇。“预付式+消费贷”的模式在
英语培训行业并不少见。一些培
训机构为学员提供学费分期支付
服务，这种“教育分期”方式号称是
为帮助学员减轻支付压力。

那么，所谓的“分期付款”究竟
是什么性质，有没有利息？记者咨
询“有钱花”，一位工作人员称日利
率是万分之五，具体以额度申请成
功后显示的信息为准。

相对于办理时的高效，退款却
没那么快捷。记者在黑猫投诉和
聚投诉网站上看到，申请退费后，
还不得不继续每月还款的情况并
不少见。实际情况是，符合
退款条件的消费者，却很难真正成
功退款，而是被销售顾问以各种理
由拖延拒绝。

消费者需警惕预付消费风险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18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
况分析称，预付式消费与金融信贷
捆绑叠加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相
对突出。

南京市一基层市场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表示，培训机构以网络
贷款方式收费，应在签订课程购买
合同前告知消费者，并经过同意才
能达成交易。如果在推销课程中，
以分期缴纳等模糊的说法进行掩
盖，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中国消费者协会称，消费者通
过经营者推荐的金融机构贷款预
付高额费用后，往往在商家不履行
承诺、服务缩水，甚至关门跑路时，
才发现金融信贷条约中含有各种
高额违约条款。这时，消费者享受
不到应有服务，仍需继续偿还金融
贷款，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尹富
强律师提醒，消费者购买课程时应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了解
培训机构的师资及信誉情况，明确
合同的具体内容，事前防范远比事
后维权更重要。 （据新华社）

暑期不少人
选择出境旅游避
暑放松。但在一
些签证中心办理
签证的遭遇却让
他 们 非 常“ 上
火”。多项服务价
格高出市场价四
五倍之多；预约后
仍要排队四五小
时但交四五百“插
队费”可免；一家
三口办同一项目
寄材料时却被要
求交三份快递费
……新华社记者
调查了解到，京沪
等地一些签证中
心已背离“简化签
证手续、提高服务
效率”的设立初
衷。

报名培训班被忽悠“分期付款”

花数万元学英语
一不留神背上网络贷

花数万元为
学英语，被忽悠可

“分期付款”，没想
到却背上了网络
贷，甚至面临征信
风险。记者调查
发现，多地出现参
加英语培训的消
费者落入“预付
式+消费贷”圈套
的现象。各大投
诉平台上的相关
投诉帖几百条，投
诉金额从 2 万元
到5万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