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卡容易退卡难？购买健身卡有了“避坑”指南
沪版健身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明确退卡情形，“七天冷静期”正式落地

近年来， 以预付费为主要消费模

式的健身行业， 时常发生 “办卡容易
退卡难 ” 的消费纠纷 。 数据显示 ，

2019年上海市 “12345” 市民服务热
线受理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类消费投
诉15690件 ， 涉及经营者1196家 。 不
少有购买健身卡需求的消费者， 都存
在与余女士相似的困惑和担忧。

为化解健身领域的消费矛盾 ，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提升健身行业
服务规范，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和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共同制
订了 《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 （2021版 ）》（以下简称

《会员服务合同》），自今年1月1日起在
全市推广使用。

《会员服务合同》 针对市民在购
买 、 使用健身卡的过程中遭遇的痛
点、 堵点， 设定 “七天冷静期”， 明
确退卡 （费） 情形， 规范退费细节 ，

以期用规范合同的形式从源头上化解
消费纠纷。

七天内未开卡使用
可全额退款

针对因过度营销导致冲动消费 、

因合同条款限制消费者退卡难等问
题，《会员服务合同》特别设置“七天冷
静期” 退费条款———消费者在签署合
同次日起的七日内， 在未开卡使用会
员服务的情况下， 都可以单方面解除
合同并获得全额退款。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 、

上海市消保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陶爱莲
表示， 为健身会员卡设置 “七天冷静
期”，是坚持《民法典》“合同意思自治”

的基本原则， 充分考虑平衡经营者盈

利点与消费者利益点的基础上提出
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
和积极响应。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七天冷静
期”退款的前提条件是“未开卡使用”，

如果销售人员提出当天开卡可以加赠
使用期限或其他优惠， 记得一定要冷
静考虑。

四种情形消费者可
单方面解约

除“七天冷静期”外，《会员服务合
同 》明确了退卡 （费 ）情形 ，对违约责
任、合同解除作出详细规定。对因经营
者违约， 消费者在以下四种情形下有
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获得相应退
款———擅自变更会员服务内容； 终止
营业； 搬迁且补偿方案未与消费者达
成一致或未履行补偿方案； 暂停营业
且未履行补偿方案。

针对消费者因怀孕 、 重大疾病 、

伤残等不适合继续体育健身的特殊情
况， 《会员服务合同》 也有相应的条
款规定。 其中， 消费者若因怀孕等情
况在一定期限内不适合进行体育健身
的， 可出具医院证明免费办理中止 ，

免费中止期可享受连续不多于12个
月。 若因病 （重大疾病）、 因伤残等，

在会员卡有效会籍时长内都不适合继
续进行体育健身， 可出具医院证明或
伤残鉴定报告， 申请解除合同， 健身
机构需根据会员卡实际使用情况， 按
照余额计算公式， 退还所对应的预付
费余额。

“在健身领域，消费者投诉最多的
是‘正常经营不能退卡，或能退卡但手
续和费用不满意’， 占比高达60.75%，

‘关店不能兑付或退卡’为其次，占比

34.38%。 ” 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处
（法规处）处长余诗平表示，《会员服务

合同》 在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消费
者投诉的常见情况， 同时又反复调研
听取企业代表的实际情况， 对余额计
算、退费期限作出明确设定，规范引导
健身服务经营者， 也使消费者的会员
卡退费有章可循。

选门店、签合同需理
性谨慎

同时， 市体育局也再三提醒有购
买健身卡需求的消费者， 选择办卡门

店、签订会员服务合同时，仍应保持理
性和谨慎。

在门店选择方面， 不建议选择尚
未正式营业就在销售健身卡的健身
房。对于正常营业的健身房，建议办卡
前核实健身机构的资质和经营状态 ，

选择规模较大、设备齐全、信誉良好、

存续时间较长的品牌企业， 最好以体
验消费的形式先实地考察对比。目前，

首批已有15家健身品牌企业的400余
家门店率先承诺履行和使用 《会员服
务合同》。

而在与健身机构签订合同时 ，不

论是否使用《会员服务合同》，均须仔
细阅读正文和补充协议相关条款 ，如
有不合理条款，应及时提出质疑。对销
售人员的口头承诺， 应要求及时写入
合同并盖章。保留好发票、合同及相关
证据，以便发生纠纷时有效维权。同时
切记不要在没有看到合同具体条款内
容的情况下，在空白处签字，不可相信
签字只是为了通过征信调查， 便于办
理多年分期等。

“健身领域的期限卡不同于传统商
业预付卡，在有效期限届满后，会员卡
内不存在剩余消费额度， 也无法延期、

激活。 经营者赠送的会籍期限，不包含
在合同会员卡会籍时长或次数内。 ”余
诗平提醒消费者，“为避免经营者通过
‘卖少赠多’ 的方式来逃避责任，《会员
服务合同》第一条就提出，经营者赠送
的会籍期限不超过购买产品的25%。 ”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宁海发出
呼吁：“消费者理性评估购买行为是否
符合消费需求， 支付之前仔细看清合
同条款；经营者理性设定规范、诚信的
经营模式， 避免用一些营销手段造成
消费矛盾。双方都多一些理性回归，健
身行业的未来值得期待。 ”

化解“辅怒症”，
家长如何掌握正确的陪伴“姿势”

眼下，“辅怒症”正成为亲子关系的
一大“杀手”。王女士的烦恼也是全国不
少家庭的心声。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
局调查显示，全国近76%的家庭曾因写
作业问题产生过矛盾，80%的妈妈在辅
导作业的时候想打孩子。

记者就此采访了沪上几位教育专
家， 请他们来为广大家长支招。 专家
指出， “所谓的辅导机构看似减轻了
家长的负担， 其实 ‘治标不治本’。 家
长辅导孩子作业时产生情绪波动很正
常， 但是必须及时发现并控制好自己
的情绪 ， 否则 ， 不仅伤害亲子关系 ，

甚至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还有专家
建议， 掌握陪伴孩子学习的正确 “姿
势” 并不复杂———家长不要纠结于眼
前一道题的对错， 而应关注孩子的学
习状态和方法 ， 给孩子试错的空间 ，

做一名聪明的 “观察者” 而不是恨不

能以身代之的 “监工”。

将一道题的对错转
移为对孩子的负面评价，
只会造成双向伤害

“上课不认真” “总是东张西望”

“怎么教都不会， 真是笨蛋” 等常见的
语言暴力， 甚至撕本子， 乃至肢体伤
害等， 是不少家长辅导作业暴怒后的
常见反应。

教育专家指出， 孩子并不会因为
家长的情绪暴燃就突然 “开窍”。 “缺
乏情绪管理” 带来的双向伤害， 长此
以往只会损害亲子关系， 也将导致家
长格外的挫败感乃至失去教育信心。

“盛怒之下， 家长往往容易将一
道题的对错转移为对孩子的负面评价，

这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对父母
的不信任感。 这对亲子双方都是一种
消极的心理暗示， 对亲子关系的伤害
后患无穷。” 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主任陈小文经常接到家长关于 “情绪
管理” 的咨询。

他建议， 当家长发现自己快要失
去理智时， 不妨坦率告诉孩子 “我正
在生气， 需要想办法冷静一下”， 然后
去另一个房间喝口水或是出去走走稳
定情绪。 其实， 这也是教导孩子， 面
临人际冲突时的应对方法。

放手让孩子自主思考，
代替包揽或“代劳”作业

上海师范大学一位教育学专业的
教授告诉记者， 很多时候， 家长的怒
火往往来自他们以相对 “高阶” 的思
维来看待孩子的学业问题， 甚至惯性
地以成人思维教导孩子， 但这不符合
孩子的成长规律。 比如， 有的 “文青”

家长大包大揽指导孩子写作文， 但写
作要从每个人不同的个性和对世界的
观察感悟出发， 家长无法替代孩子感
受和表达。

如果孩子做作业遇到困难需要求

助， 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自主思考、 共
同讨论。 仍然得不出答案， 家长们也
可以适当示弱， 告诉孩子这个题父母
也不会做， 鼓励孩子第二天去学校问
过老师后， 再回家讲给爸爸妈妈听。

以检查作业为例， 不少家长从头
到尾帮孩子检查对错， 看似付出大量
精力， 实则剥夺了孩子自我发展的机
会。 陈小文劝告家长们， 最重要的是
教会孩子正确的检查方法， 否则孩子
的学习主动性和能力将发展缓慢。 即
便刚开始时孩子的作业需 “返工”， 家
长也应该宽容他们。 学习能力的提升
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培养好的学习习
惯和学习状态是基础， 家长不能因为
无法控制情绪而将孩子交给托管机构
或老师。

同时，他表示，家长不论是在一旁
玩手机，还是一丝不苟地“盯梢”，这些
打着陪伴旗号的行为实则都会让孩子
产生不良的心理情绪。 孩子做作业时，

家长可以在一旁安静地看书或处理工
作，只在孩子有需要时提供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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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个课后作业辅导班吗
随着家里的“神兽”功课变

多，我们夫妇简直不堪忍受辅
导作业的“重负”。 不谈作业父
慈子孝， 只要一辅导功课，不
管是我还是先生，总是忍不住
怒吼 ， 有一次还差点动手揍
“熊孩子”。 我们每天花费大量
时间精力陪孩子写作业，但成
绩并不见起色 ， 我们真是气
馁，但又不敢真的放手不管。

不仅我们家这样，我发现
身边很多家长也同病相怜。 最
近，有怒烧孩子作业本的爸爸说
自己 “缺乏有效的情绪管理”。

热搜上更是三不五时就能看到，

有家长因为辅导孩子功课被气
得血压升高。为了我们和孩子彼
此的身心健康，是否应该给她
报个专门的课后作业辅导班
呢？ ———读者 王女士

小区物业那些事，《民法典》里给说法
赵维光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 “法典”命

名的法律《民法典》今年1月1日起正式

实施。 这部法律的施行，也将原先各说

各话、各行其事的物业管理服务纳入了

法治建设的轨道。 《民法典》究竟对居民

群众生活、居住和物业管理带来了什么

影响？市房管局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主任

马浩元告诉笔者，这部卷帙浩繁的法典

共有10条细则与市民、物业、业委会密

切相关， 特别对物业服务企业而言，加

大了物业服务的管理责任。

马浩元介绍说， 一些小区建成多

年后仍未成立业委会， 没法召开业主

大会，对小区房屋维修、治理方面的事

项，无从表决，成为物业管理中的一个

难题。 此次《民法典》基于公共利益的

考虑， 降低了部分事项投票表决通过

的门槛， 行政管理部门还将通过推广

信息化手段（如电子投票表决），加强

业主投票表决的可行性， 使业主更好

地行使对于小区共同管理的权利 ，与

部分居民房屋有切身关系的房屋公共

部位设备安装与维修， 也能尽快得到

业主表决并实施。

譬如《民法典》第278条明确规定：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

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

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依照

《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上海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业主表决比例

依照该条规定执行，即申请人应当就加

装电梯的意向和具体方案等问题进行

充分协商，并征求所在楼幢全体业主意

见，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

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加装电梯拟占用小区业主共有部

分的， 应当征求建筑区划内全体业主

意见， 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业主参与表决， 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

半数的业主同意。

《民法典 》第282条也是业主特别

关心、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该

条明确“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

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

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

业主共有。 ”马浩元解释说，这条是新

增的关于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的规

定，在一些地方已经先行先试，小区的

停车、广告收益等，都是公共收益的组

成部分， 公共收益主要用于填补维修

基金不足、 填补物业企业收取物业费

不足、添置小区相关设施等，如何管好

这笔钱，是摆在业主、物业企业、行政

管理部门面前共同的问题， 目前上海

已经开展研究， 拟制定公共收益的管

理办法（主要是收入、保存、使用方面）。

马浩元告诉笔者， 对于危害他人

安全的高空抛物问题，此次《民法典》

第1254条明令“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并对侵权责任作出了明确界定，在

无法查明肇事人的情况下，同一幢楼业

主应当共同承担责任。 同时，规定了物

业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高空抛物情形的发生， 否则就要

承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

任， 这就需要物业企业采取更加有效

的技防措施 （如安装摄像头等），来辨

明实施高空抛物行为的人，以此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免除自身的责任，条例还

规定了公安等部门应当查清责任人。

此外，《民法典》 对业主自觉遵守

“物业服务合同” 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对物业服务人员已经按照约定和有

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

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服务为由拒绝

支付物业费，同时物业企业也不得通

过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

式催交物业费。 这其实是对双方行为

都进行了约束，以防止矛盾升级激化。

■本报记者 储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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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谷苗

怎样办卡才靠谱
我想办一张健身卡 ， 但因为有

过被 “套路” 的经历 ， 想了解如何
办卡比较靠谱。

之前关注到上海出台了关于健
身卡的新政策， 正在推广合同示范
文本和 “七天冷静期”， 请问是所有
健身房都使用合同示范文本吗 ？

“七天冷静期” 是不是意味着购卡七
天内都可以无条件退卡 ？ 如果健身
房突然关门或搬迁， 卡里的钱能不
能退？ 万一因身体不适或怀孕长期
无法运动， 是否能要求解除合约并
退还卡里剩余的钱？

———读者 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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