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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条款换马甲 预付卡退款还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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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oton、Lululemon对簿公堂 老伙伴变成新对手

北京商报2021.11.29

退卡须付违约金

掏钱时候还是消费者说了算，合同上签

完字，消费者反而成了“被动方”。北京商报记

者在威尔仕健身的会员卡统一合同中看到，

虽然并无“概不退款”“解释权归经营者所有”

的明显“霸王条款”，但消费者想要退卡依旧

要“掉一层皮”。

威尔仕健身会籍卡合同中规定，“会籍合

同签订之日起，如会员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

的，则视作违约，须按照剩余会籍费用的30%

支付违约金”。

对于如果会籍卡7天内未使用是否能够

全额退款的问题，威尔仕健身相关工作人员

则表示，“退的话，开卡一个月过后才行”。威

尔仕健身会所（北京凯德晶品店）的会籍服务

人员也表示，“7天冷静期能全额退款的情况

目前没有这样操作过，一般退卡是要收取

30%手续费的”。

退卡不易的现象同样出现在北京胜腾健

身的会籍合同中，“会员以合理理由提前终止

合同需扣除入会费1000元、手续费200元以

及已消费金额”。对于消费者的退款要求发生

在办卡7天之内且未使用会员权益是否可以

全额退卡，胜腾健身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暂时

没有7天冷静期，但是可以转卡，只收500元转

卡费”。

此外，胜腾健身的会籍合同上，还醒目地

印着“口头承诺无效”印章。

天津秉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昂表示，上

述两份合同当中约定称，即使是有合理理由

解除合同，也要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等类似条

款，实际也属于通俗意义上的霸王条款，消费

者仍可以主张条款无效或者撤销。

“口头承诺无效的说法，与民法典合同编

当中的相关规定相冲突。”李昂解释称，口

头承诺也是双方达成合意的一种，口头承

诺或者变更依然会产生法律后果。如果将来

涉及到诉讼问题，消费者同样可主张无效或

者撤销。

实际上，早在今年4月1日，北京市体育

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要求推行北京

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文本规定，为了预防和减少因冲动消费引发

的纠纷，为消费者设置了7天冷静期。

11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也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单用途

预付卡管理条例》规定，《条例》自2022年6月1

日起施行。《条例》规定，消费者购卡七日内未

消费的，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经营者应当一

次性全额退款。

剩余金额难返还

年卡、季卡等各种卡，消费者想将余额取

出来几乎是件“痴人说梦”的事情。林林在位

于北京朝阳大悦城的某美甲美睫店内办了一

张1000元的卡，在使用几次后余额还剩不到

100元，但该店内项目最低售价为128元，不足

以兑付单次最低消费。因而林林想要退还余

额，但遭到了商家拒绝。

北京商报记者询问上述商家对于会员卡

内余额不够支付单次最低消费是否能退回剩

余金额，商家则表示：“如果退余额，那之前

做过的项目要按原价扣除，扣除之后余额也

就清零了。如果想要继续使用余额最好是再

续卡。”

但林林对于这样的回答十分不解，“按

商家这种说法，就是只要没有正好用完，就

得一直续卡，不然卡里剩余的金额只能打

水漂”。

实际上，在这类美甲美睫店内办卡的不

少消费者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最终结果都

是不了了之。“我也是在小区里的一家美甲店

办的卡，还剩几十块钱但是不想续卡了，可

是余额商家也不给退，但因为数额很小也就

没继续维权。”美甲爱好者丹丹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

另一家美甲店的工作人员也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客人卡里剩的钱不

够做一次项目了，也有的消费者会想再补钱

凑够一次，但电脑系统里根本不允许这样操

作，退卡的话老板一般也不会答应，所以基本

就只有续卡这一条路”。

针对这类会员卡余额难返还的问题，《条

例》规定：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服

务，余额不足以兑付单次最低消费等情形，应

当按照约定期限退回余额，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期限为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求

之日起十五日内。

规格机制完善中

预付费市场依旧存在上述诸多乱象，但

在相关部门的监管逐步加强之下，整体预付

卡市场已开始转变。

此前，乐刻健身的协议中规定：“1V1、

1V2私教课程有效期为两年（730日），自订

单支付成功之时起算，课程有效期不因课

程的转让或变更教练而变化，以第一笔订

单支付成功时间计算有效期。有效期满后，

课程失效，用户无法再进行约课、退款、转让

等操作。”

但现在该条协议已修改为：“乐刻运动私

教课程（私教包月产品除外）有效期为两年

（730日），自订单支付成功之时起算，课程

有效期不因课程的转让和变更教练而变

化”，有损消费者利益的“霸王条款”内容已

不见踪迹。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表示，“一直以

来预付卡都面临着取证难、双方各执一词、没

有具体管理细则等问题，于是预付卡维权问

题往往会演变成罗生门现象，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现在北京市出台了相关的专项管

理规定，从法律法规层面来说，消费维权变得

有法可依。同时，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也提供

了很多相关的执法细节和凭证。

他进一步指出，在有了相关规定细节之

后，消费者更应该擦亮眼睛，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不要轻信所谓的充值返现以及部分销

售人员的花言巧语，更要留好相关证据。从商

家角度来说，未来要更多考虑到提升服务意

识、服务水平，改变商业模式合法经营，而不

是用各种方式去钻法律的空子。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蔺雨葳

即便已有明文规定，但消费者退卡仍旧难上加难，不少商家玩起了文字游

戏。11月28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各相关部门一再加强预付卡监管之

下，不少商家会员卡合同中已无“概不退款”等明显属于“霸王条款”的字眼，但仍

有不少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擦边球行为，例如“自开卡日起，消费者单方面提出退

卡视作违约，需赔偿30%违约金”，这与“7天冷静期”规定背道而驰。此外，卡内余

额不足以兑付单次最低消费时，也只能续卡不能退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消费

者如何维权？

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也表决通过《北京市

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

◆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预付卡踩坑关键词

不得

转让

不得

退卡

违约金

解释权

归营业者

所有

口头承诺

无效

入会费 过期视为

已消费

相关规定

4月1日

推行北京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

费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要求设置7天冷静期

5月28日

《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 经营者制定的格式条款、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消费者须知

等不得包含办卡缴费概不退还，

记名单用途预付卡丢失、损毁后

概不补办等内容

◆设立办卡7日“冷静期”

11月26日

推出自有品牌

今年9月初，运动设备制造商Peloton

Interactive宣布推出自家服装品牌Pelo-

tonApparel，正式扩展到服装领域。事实

上，早在2014年，Peloton就首次开始销售

服装，此后与加拿大瑜伽运动服零售商

Lululemon合作推出联名运动服饰。如今，

其大部分服装将采用Peloton的自有品牌。

Peloton管理层在9月22日的一次投资

者会议上表示，“我们将能够卖给他们服

装，这是因现在比昨天有高得多的利润率，

因为我们直接接触在亚洲的制造商……但

利润，不仅更好，有更高品质，有更好的物

料，有更好的时尚，更适合市场产品，这就

是我们服装系列所能代表的所有东西，但

现在它有更高的利润……因此，我们真的

觉得我们是在长期参与这游戏。我们相信，

这可能是一个赢家通吃市场。”

前景虽然乐观，但从业绩上看，Lul-

ulemon在最近一个季度的收入为15亿美

元，其中90%以上来自服装销售。Lulule-

mon在此期间从该细分市场获得2.99亿美

元的营业收入。而相比之下，Peloton最近

一个季度的总收入为9.37亿美元，就营业

收入而言，公司尚未盈利。

EvercoreISI在对青少年和成年人进行

调查后发现，Lululemon成为13岁至23岁年

龄段消费者的必选品牌，受访者中选择Lu-

lulemon的人数占比飙升至22%，选择苹

果、BrandyMelville、耐克和AviationNa-

tion的占比则分别为14%、9%、8%和5%。

进军合作伙伴Lululemon的营业领

域，Peloton一决雌雄的意味不可谓不浓，

而无论从业绩上看，还是从市场接受度来

看，Lululemon目前都明显更占上风。

同场竞技

Peloton“攻城略地”的野心，似乎是为

了回应Lululemon在2020年的一次收购举

动。通过收购纽约居家健身设备制造商

Mirror，Lululemon已率先进入了Peloton

的运动设备竞技场。

2020年6月29日，Lululemon宣布将以

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Mirror，这将扩大双方

的合作关系，进一步迎合“后疫情时代”的

居家健身潮流。这也是Lululemon首次进

行收购。

据悉，Mirror由哈佛大学毕业生、纽约

连锁健身房 RefineMethod的创始人

BrynnPutnam创立，2018年9月正式推出

首款产品后，市场需求迅速激增。总部位于

纽约的Mirror，号称是全球首个提供“隐形

式”家庭健身解决方案的公司：核心设备是

一面状如“全身镜”的响应式显示器。关闭

时，它就是一面普通的镜子；打开时，就是

一台配有嵌入式摄像头和扬声器的交互式

镜面显示器，可以实时反映用户的运动状

态，同时还能让用户看到一起健身的教练

和同学。有了这面镜子，用户只需一张瑜伽

垫，便可随时将家里的任何一个房间变为

家庭健身房。

Lululemon此前参与了Mirror的B轮

融资，投资了100万美元。

Lululemon首席执行官CalvinMc-

Donald在CNBC的采访中表示，此次收购

是公司十分看好家庭健身产品本身的潜

力。他当时表示，预计Mirror2020年的收

入将超过1亿美元，最快2021年就能盈利。

Mirror目前只在美国运营，拥有数万名用

户，收购后，Lululemon计划在全球范围内

推广Mirror。

这笔交易将推动Lululemon向更注重

体验的生活方式公司转变，使其超越了传

统零售商的定位。交易完成后，Mirror将在

Lululemon内部作为独立公司运营，并保

留其首席执行官BrynnPutnam的职务。此

次收购将主要以Lululemon自有的流动资

金进行支付，其流动资金共包括8亿美元现

金和7亿美元的信贷安排。

消息传出后，Lululemon的股价在周

一盘后交易中上涨4.1%，至每股305.1美

元。而相应的，Peloton股价在周一盘后一

度下跌4.6%，随后有所回升。

专利纠纷不断

此次Peloton将Lululemon告上法庭，

是因为后者指责其多个产品侵犯了公司的

设计专利，要求其停售。Peloton要求法庭

认定公司的服装产品没有侵犯Lululemon

的专利。

而此前，Peloton周围的专利权纠纷也不

断。2020年12月14日，自称是“动感单车和室内

单车创造者”的健身课程教育公司MadDogg

Athletics（MDA）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

联邦地区法院向Peloton提起了专利侵权

诉讼。

该诉讼提出，Peloton侵犯了MDA的

两项专利，这些专利主要涉及一种旨在将

指导课程的体验融入骑车者家中的健身车

的核心特征。诉讼文件指出，在MDA打开

室内单车市场几年后，Peloton将其产品推

向 了 市 场 ， 侵 犯 了MDA专 利 号 为

9，694，240（2017）和10，137，328（2018）

的两项专利。

Peloton在2018年9月则曾起诉Fly-

wheel，称Flywheel复制了其高科技健身

单车和家庭直播课程的概念。Peloton特别

指出在Flywheel自行车上显示锻炼指标的

方式以及类似在Peloton平台上骑手可以

实时互相竞争的事实。Peloton还声称，在

一 个 私 人 会 议 上 ，Flywheel投 资 者 向

Peloton首席执行官JohnFoley撒谎，假装

自己对公司的商业计划感到好奇。会议结

束三个月后，Flywheel推出了FlyAny-

where自行车。

当时，Flywheel否认了这一指控，声称

在Peloton的标志性健身单车推出之前，它

就一直在进行排行榜式竞争类课程的开

发。然而Flywheel后来承认侵犯了Peloton

的专利。

Lululemon也一样，2017年，Lulule-

mon针对美国运动服饰公司UnderAr-

mour正在售卖的三款运动文胸，提起专利

和外观侵权诉讼。声称被告的运动文胸抄

袭了其EnergyBra的双交叉背带设计。

EnergyBra在2011年已经由Lululemon推

出，且先后在2014年和2016年获得两项设

计专利。

对于此次双方之间的专利纠纷，究竟

孰是孰非，是权利之争还是商业博弈，目前

仍是未知数。可以判断的是，在全球疫情此

起彼伏的当下，运动设备和服装品牌之间

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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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上周五，运动品牌Peloton向美国曼哈顿法院提交诉状，要求法

庭认定公司的服装产品没有侵犯Lululemon的专利。此前双方曾合作推出联

名运动服饰，但在五年合作结束后，Peloton推出了自己的产品线，而Lulule-

mon指责其多个产品侵犯了公司的设计专利，要求其停售。有观点认为，

Peloton推出自有品牌的举动似是为了回应Lululemon去年的一起收购案，从

运动设备到运动服装，两者在渐趋融合的赛道同场竞技，免不了摩擦“反目”，

而与其他品牌的专利权纠纷在两个品牌过往的经历中也并不罕见。

胜腾健身的会籍合同上印着“口头承诺无效”印章。

许多会籍合同要求退卡须付30%违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