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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天骄 文丽娟

  距离除夕还有两天，年夜饭预订已经接近尾声。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山西、湖南等地

20多家餐馆发现，今年年夜饭预订比前两年火爆不少，

不管是大众餐饮还是高端餐饮的包间基本已经订满，

有的餐馆甚至连大厅也是一桌难求。然而，年夜饭预订

火爆背后，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限时消费、限定最低消

费、订金不退等，让不少消费者深感无奈。

  受访专家指出，年夜饭市场的红火，一方面减轻了

在家里做饭的辛劳，另一方面也为餐饮市场注入了

活力，但频频出现的消费套路让消费者叫苦不迭，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执法，督促相关餐饮企业整

改，让其真正懂得尊重消费者权益。消费者在预订

年夜饭时，也要认真审核餐馆推出的年夜饭套餐及

相关项目标准，看其中是否存在“霸王条款”等，合

法合理维护自身权益。

是订金还是定金

文字游戏惹人烦

  “我早早便订好了一家餐厅的年夜饭，但是家

里老人害怕还有疫情风险，让我退掉。和饭店沟通

后，他们坚决不退订金。”来自山西运城的贺女士今

年年初预订了当地一家饭店的除夕夜包间，付了200

元订金，后因个人原因提出退订被拒。

  据贺女士介绍，她交付订金后，餐馆给了她一

张纸条作为凭证，留了她的个人信息，并未告知“订

金不退”，可当她提出退订时，对方坚称已经告知其

不能退订金。

  “店家说当时的纸条上写明了是‘定金’不是

‘订金’，是不能退的。”贺女士说，这些情况一开始

自己并不知情，等到对方说了之后才留意到纸条上

的字样，深感陷入了“文字游戏”。

  因为不退订金引发的年夜饭之争并非个例。记者

在社交平台以“年夜饭”“订金”“定金”等关键词进行检

索后发现，不少网友吐槽交了订金取消后，饭店要求按

比例扣除或全部扣除订金，金额从几百元至上千元。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介绍，根据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双方约定为“定金”方式而非

“订金”方式，那么在定金不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

分之二十时，消费者无权请求返还。消费者要认真

确认预付款的性质，避免无法请求返还。

固定席面很普遍

变相设最低消费

  不少餐厅为了迎合市场，还做起了年夜饭套

餐，以“阖家欢乐”“美满套餐”“锦绣美馔”等吉祥词

点缀，价格多包含“8”或“9”等吉祥数字。然而，记者

采访发现，有的餐馆要求消费者预订年夜饭时只能

选择固定套餐。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山西运城、湖南邵阳数家

餐馆，多数称其包间只提供固定席面，不接受点菜、

加菜，套餐价格从498元至5998元不等。

  山西运城某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年期

间人流量大，饭店都是批量做菜，所以顾客只能在

特定的套餐菜品种进行选择。”

  北京市亚运村某海鲜饭店则在除夕夜当天推

出了2888元的6人阖家欢乐套餐、3998元的8人年年有

余套餐、5998元的10人幸福美满套餐，均规定不能堂

食，仅支持自提。家住附近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和

家人原本打算购买该饭店的6人套餐，结果看了菜品后发现有不少“水分”。

  “我们之前经常去这家店吃饭，一看它标出来的重量就知道，远没有达到它在

套餐里标注的1000多元一份。这6人套餐里的菜品，按我们平时吃的水平，可能满打

满算最多也就2000元，现在却变成了2888元，还号称是打折后的。”刘先生吐槽道。

限时就餐催人走

到时未撤需付费

  “之前出去吃年夜饭时，我们饭还没吃完，服务员就开始频繁进出换菜，还

一直询问催促要不要打包、什么时候吃完。等吃完以后，来到大厅，下一桌的客

人乌泱泱地挤在过道上，场面乱极了。”来自山西运城的徐女士向记者回忆道。

  “感觉吃饭像被人赶着吃。有一次刚吃了一个小时，后面那桌的客人就陆续

来了，有人还直接推门进我们的包间，太烦人了。”徐女士说，如果订得晚，基本

只能排上第二轮就餐，不仅已经错过了饭点，还要等很长时间，而且前面那桌吃

完后一片狼藉，服务员也不好好收拾。

  徐女士提到的限时就餐情况今年仍然存在。记者致电多家餐馆发现，大部

分都有限时规定，有的饭店甚至把就餐时间缩短至一个半小时，并且有饭店明

确提出如果到时未撤离，则需额外支付超时费用。

  杜秀军认为，消费者原则上有不被商家催赶、安静享用餐饮和服务的权利，

但同样有合理时间的要求；商家在消费者享用餐饮和服务的合理期间内，无权

要求对方离开，更不能据此要求消费者支付超时费、罚款等不合理费用。如果商

家希望消费者及时清场以便后续接待，可采用固定时限内清场打折的方式，而

非不合理地收超时费、罚款等方式。

预订之前留心眼

乱象治理需跟上

  受访专家指出，由于消费者越发青睐在饭店吃年夜饭，年夜饭进入“卖方市

场”，异常火爆的年夜饭预订行情，让不少餐馆有了向消费者开出“霸王条款”的

底气，导致年夜饭市场乱象频出。

  “春节期间，餐馆照常营业一般需要多支付员工薪酬，再加上食材价格普遍

上涨，餐馆适当涨价情有可原。只要涨价幅度在合理范围内而不是漫天要价，相

信消费者也能理解与接受。但这些并非餐馆实施‘霸王条款’的挡箭牌，更何况

很多条款已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令禁止，继续实行就涉嫌违法。”广东省食品

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说。

  他建议，消费者在预订年夜饭时多一些维权意识，认真审核餐馆推出的年夜饭

套餐及相关项目标准，看其中是否存在“霸王条款”，对自己和商家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事先进行全面了解并以书面协议的形式予以明确。与此同时，对于餐饮企业的

违规行为，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监管执法，督促制订“霸王条款”的餐饮企业整改。

  杜秀军认为，要治理此类乱象，需多维度出台措施：从立法和行政层面，要

及时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餐饮业经营者的权利义务，以便有法可依；从执法层

面，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需定期巡查，及时处理消费者的投诉；从操

作层面，可将禁止商家实施的行为制成商家行为规范公告，注明投诉电话，由商

家张贴于店内消费者易于看到的地方，督促商家合法经营。

  “对于商家而言，严格依法经营，公平合理地定价和提供服务是立足之本，

要提高质量和服务，而不是企图靠年夜饭大赚特赚。从消费者出发，为消费者着

想，才能留住消费者，企业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杜秀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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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阮小英

  春节，最是团圆暖人心，年味更是团圆味。

  喜庆的同时，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法院通过梳理相关案件，发现春节期

间的纠纷其实并不少，租车回家、预订年夜饭、

燃放烟花爆竹……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闹出

不快。对此，房山区法院的法官以案释法，

用法律为你的春节假期保驾护航。

春节租车有优惠

签约条款莫忘瞧

  “春节租车，租七送七。”看到这样

的广告，李先生果断从某汽车租赁公

司的App下单，准备租车回家。2020

年春节前，李先生如约租到了车

辆，实际用车时间为2020年1月

21日到2020年2月2日，共计

13天。结账还车时，本

以 为 只 需 要

支付7天费用的李先生，却被租赁公司要求支付

10天的租车费共计4800元。

  说好的“租七送七”，怎么租了13天却要收

取10天的费用？李先生认为汽车租赁公司没有

兑现承诺，故诉至法院。

  对此，汽车租赁公司称，“春节租车，租七送

七”的实际活动内容是春节租期优惠券包，客户

在App领取3张优惠券，于春节租车使用；第一张

券最高减免3天，另外两张最高减免2天。李先生

租赁汽车订单取还车日期在1月21日到2月2日凌

晨5点，已经使用了第一张优惠券减免了3天，后

两张券的使用条件为租用时间是2月1日到3月31

日，且租期要大于等于3天，所以李先生不符合

后两张券的适用范围。

  对于这样的说辞，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已有

的证据证明，李先生租车使用了1张减免3天费用

的优惠券，另有两张优惠券不符合使用要求，李

先生在庭审期间也表示当时只看到租车广告写

的“租七送七”，但没有看到合同内的详细规则和

条款。李先生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

不利后果，据此法院驳回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年夜饭因故取消

定金订金大不同

  此前，徐女士在某餐饮店办理了预付卡，

预存的现金可用于消费。2021年春节来临前，

徐女士在餐饮店支付了300元定金预订年

夜饭，后因家中老人要求临时改为在

家吃饭。对于已经交的300元定

金，徐女士与餐饮店协商

后，餐饮店表示定

金 可 以

存入徐女士的预付卡内，转为预付款用于日后

消费。然而，徐女士发现，餐饮店在此后没多久

就倒闭了，索赔无门的她，选择诉至法院，要求

餐饮店退还预付款300元及年夜饭定金300元。

  庭审期间，餐饮店辩称，因徐女士自身原因

导致年夜饭的取消，徐女士对此次合同构成违

约，因此年夜饭定金不同意退还。

  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

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徐女士在餐饮店办卡消费，

双方之间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徐女士预付了

餐费，餐饮店应提供就餐服务。现由于餐饮店自

身原因，导致徐女士无法正常消费，餐饮店应退

还未消费部分的餐费。关于徐女士预订年夜饭

的300元定金，经双方商议已经转变为预付款的

性质，因此也应一并退还。

  “定金和订金不同的，定金具有担保债权的

作用，订金则为‘预付款’的性质。”法官提醒，根

据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

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

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

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

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

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按照“定

金罚则”，若客户违约，支付的“定金”商家可不

退。如商家和客户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定金

转变为“预付款”，则应按照“订金”处理，根据实

际合同约定予以履行。

小区门口放烟花

物业未劝应担责

  2021年春节期间，小区业主张先生在燃放烟

花时导致姚女士房屋发生火灾，造成经济损失近

80万元。事后，姚女士的索赔之路并不顺利，因与

张先生及小区物业公司没有谈拢，姚女士向法院

起诉索赔房屋装修费等各项损失70余万元。

  对此，张先生辩称，其燃放烟花的地点系公共

广场，且在小区燃放烟花时，物业公司保安就在旁

边，并未进行制止，应视为物业公司允许燃放烟花。

  小区物业公司则称，张先生燃放烟花的地

点在小区西门外，不在物业公司的管理区域内，

没有义务进行制止。

  燃放的地点究竟在哪里？法官在现场勘验

后发现，张先生燃放的地点确实在小区西门外，

但燃放点旁边就是废弃的小区停车闸机，正北

侧为物业公司管理的停车场，且此处距离公共

道路尚有一定距离，不远处的上方为姚女士家

房屋的起火阳台。

  法院审理后认为，结合已有的证据，能够认

定张先生燃放烟花的行为和姚女士的损失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张先生未履行禁放烟花的政策

规定，同时也没有尽到确保燃放安全的个人义

务，在无法确保周围人员、财产安全的情况下燃

放向空中喷射并带有爆炸性的烟花，最终导致

火灾发生，因此应承担主要责任。

  对于物业公司的责任，法院认为，张先生燃

放烟花地点虽然位于小区西门外，但距起火房屋

楼体距离仅10多米，且张先生燃放的是向空中喷

射的烟花，有对小区建筑设施、场地等造成威胁

的可能。根据监控录像显示，除张先生外还有其

他人员在西门外燃放烟花，小区物业公司并没有

进行劝阻管理。综合案情后，法院认定，小区物业

公司没有尽到其应尽的管理责任，酌定物业公司

承担20%的责任，张先生承担80%的责任。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王禹钦

  “今年的年夜饭打算购买预制菜，回去简单

加热或者翻炒一下就能搞定，省时又省力！”1月

14日（小年），北京市民王鑫开始采购年货，第一

站便是到线下商超的预制菜货架处。

  当天，他挑选了12种预制菜产品，每道菜价

格23.9元至99元不等，总计花费699元。

  像王鑫这样，选择购买预制菜作为年夜饭

的消费者不在少数。随着样式不断创新、品质不

断提高，预制菜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来自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

模达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预计2026年预制

菜市场规模将达10720亿元。

  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

为，预制菜在今年年夜饭的市场表现将有比较

大的提升，这也意味着我国预制菜市场已经进

入产销两旺的阶段，不过预制菜还面临食品还

原度、运输以及安全等问题。

年夜饭套餐受欢迎

简单加热即可食用

  今年春节，在北京工作的贾佳因工作原因

不能回杭州老家，于是提前网购了松鹤楼和西

贝莜面村的半成品年夜饭。

  “我丈夫是北方人，因此我们的年夜饭要兼

顾南方、北方口味。”贾佳告诉记者，她选购的预

制菜包括松鼠鳜鱼、清炒虾仁等，这些菜肴全程

冷链运输，品质有保证，而且免洗免切免调料。

  近日，记者在北京随机探访几家商超时看

到，不同品牌、种类的预制菜应有尽有：14.9元/碗

的陕西传统八宝饭、38 . 8元/份的农家红烧肉、

108元/盒的松鼠鳜鱼……让人眼花缭乱。

  其中，不少连锁超市还推出了半成品年夜

饭套餐，价格在400元至4000元不等。据西城区广

安门地区的盒马鲜生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菜品

不仅可以线下购买礼盒，还可以在线上预订，简

单加热后即可食用。

  记者在一家山姆会员商店看到，这里不少

顾客购物车里都放着各式各样的礼盒。其中，羊

腿、三文鱼和帝王蟹等都不再是单纯的生鲜礼

盒，而是一款款预制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

比于去年，今年礼盒类商品销售呈双位数增长。

  盒马鲜生通过市场调研发现，有五成以上

用户会使用预制菜，在北京、上海等追求快节奏

的一、二线城市，预制菜的“上桌率”更高。盒马

鲜生的数据显示，“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

受访者比例为32%；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

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程度减少做菜负担

和失败风险。

  在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品的月销售量在一

两万件，也有商品获得了2万＋的评价。这些商品

中最受青睐的是一些半成品家常菜以及松鼠鳜

鱼、猪肚鸡、佛跳墙等硬菜。

  “平时切菜、炒菜要40分钟到1小时，现在只

需要10分钟就搞定，而且味道还不错。”居住在

北京市通州区的上班族罗海是预制菜“铁粉”，

他家的冰箱里常常放置大量半成品早餐食材，

如手抓饼、包子、牛排等。

  某电商平台卖家婷婷告诉记者，这种半成

品年夜饭产品几年前就出现了，这两年的销量

明显提升。“‘ 90后’是半成品年夜饭的主要消

费群体，不少人就地过年时想吃一顿家乡味道

的年夜饭，但又怕厨艺不好、做菜时间长，这

种套餐既满足对仪式感的追求，又方便

快捷。”

部分菜品货不对板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不过，预制菜行业虽然在我国有多年发

展历程，生产商数量众多，但多数依然停留于

作坊式生产加工模式，达到规模以上生产

水平的企业较少。

  在业内人士看来，预制菜行业将成

品和半成品菜肴从餐厅延伸到家庭日

常餐桌，从大环境看有广阔前景，但行业

要想长远发展，必须迈过质量关和安

全关。

  2022年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曾做过全省预制菜消费调查，结果显示近八

成消费者表示购买预制菜时遇到过质量问题，

其中25.71%的消费者遇到了菜品变质腐败的问

题；24.29%的消费者遇到了预制菜品食材不新

鲜的问题；15.39%的消费者表示购买的预制菜

内含有异物；13.95%的消费者则表示自己购买

的预制菜存在过期现象。

  对此，曾经网购过半成品菜肴的张烨至今

仍“心有余悸”——— 因为分量不足，一桌售价1388

元的菜肴，10个人竟没有吃饱，“老鸭煲里面基

本找不到鸭子，牛腩煲的汤全都漏光了”。

  罗海遭遇过一包标注170克的鱼香肉丝，

“汤汁得有100克，有点肉丝，还有其他配料，如

果用这个做快餐，两包都不够”。

  在上述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调

查中，绝大部分消费者在购买预制菜时都遇到

了标识信息不明确的问题，其中27.54%的消费者

表示购买的预制菜未标注菜品名称及主要食

材，23.61%的消费者则表示自己购买的预制菜未

标注菜品分量，16.45%的消费者遇到了在购买预

制菜时未标注其生产日期或保质期的问题。

  记者对比多家预制菜的保存方式发现，大

部分预制菜都需要-18c°冷冻保存。记者随机点

开一款月销售2万＋的预制菜商品，其中的评价

好坏参半，一些网友表示快递速度快，味道不

错，但也有一些网友表示，菜品有“腥臭味”“不

新鲜”等。

  针对消费者反映的预制菜存在偷工减料、

变质腐败、口味欠佳等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

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认为：“预制菜

的食品安全风险首先在于原材料的新鲜程度、

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的规范使用、运输过程

中冷链环节的无缝衔接，还有包装破损。有时候

消费者看到的不是得到的，货不对板。”

  有关预制菜面临的安全隐患，北京工商大

学新商经研究院执行院长周清杰认为，首先要

考虑加工过程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的问题，其中

包括原材料的新鲜程度、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

剂剂量；运输过程中冷链环节也至关重要，要控

制温度，还要注意运输途中的破损问题。

  对于消费者在选购预制菜时，作为销售方的

婷婷和作为消费者的罗海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比如要选择大品牌和正规厂家的产品，还有看配

料时，要认真查看营养标签上的钠含量。收货时

也要仔细验收，如果发现包装袋内有较多冰霜、

冰块，或食物出现变形、变软、粘连，一定要拒收。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预制菜的线上线下火热背后涌现出的各类

问题，也不断促使行业完善标准，保障消费者

“舌尖上的安全”。据天眼查不完全统计，2022年

以来，各地政府部门、产业组织和企业发布了30

余部预制菜相关标准。

  “预制菜种类繁多且发展较快，这些行业标

准的出台肯定是对市场的规范，包括对企业产

品的规范，也增加了消费者的鉴别度，对增加消

费者购买产品的信心都有帮助。”周清杰认为，

多个省市出台预制菜相关产业的政策指导文件

和相关标准，弥补了多项行业规范的空白，进一

步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朱毅认为，在监管层面的国家标准，应该更

多地站在消费者角度，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

放心，把预制菜的品类再做一个归纳。下一步，

对于预制菜的监管应该更严格，让消费升级、提

质增效、去除落后产能。对企业来说，希望在建

立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过程中，能够出现一些

具有差异度、辨识度的标准。比如做好预制菜品

的品控标准，运用大数据做到食材的可溯源、信

息的智能化，在工业4.0的背景下，让预制菜的起

点和终点都是安全可控的。

  未来如何完善规范行业的相关标准问题，

既保障预制菜质量和安全，让人民群众享受到

这种便捷的生活服务，又能够让相关企业良性

发展，进而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朱毅呼吁，预制菜的标准首先应该明确它的

定义和边界，同时对预制菜的原料、加工工艺、包

装标识、储存、冷链运输、微生物的指标、添加剂

的剂量种类以及农药残留、重金属等作出统一的

规定，才能引导预制菜行业步入精准化管理。

  “比如冷冻预制菜制作点的储存温度和配

送时的温度变化，都应该有明确的要求，在标准

的保驾护航之下才有可能让预制菜进入集约

化、规模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的有序渠道。”

朱毅说。

漫画/高岳  

预制菜成年夜饭餐桌“主菜”
货不对板分量不足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春节期间容易“上演”哪些纠纷？
北京房山区法院梳理相关案件以案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