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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尺寸有偏差
9扇“ 沃达王”门
4扇大小不一

多部门联合查处
违规卖电动自行车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苏文俊 读
者张女士日前在京东网上商城选购
了一款106元的坐便器（ 马桶）盖
板，到货后发现不慎选错了型号，与
家中坐便器尺寸不符。于是，她当天
选择了换货，不料京东方面却在未
见到商品的情况下判定张女士已经
试用了产品，未予以换货。直接找到
厂家后，厂家表示愿意退货，却因盖
板表面有刮痕为由扣款60元。

京东百般推脱
去年12月15日，张女士在京东

网上商城订购了坐便器盖板，19日
到货后发现与家中的坐便器尺寸规
格不符，重新上网查看后发现，原来
另外有一款价格一样的盖板符合尺
寸，于是她选择了换货。“ 我打了一
天的客服电话，都说线路忙，而且我
要求的发票他们也没有寄过来。”张
女士说。无奈之下，她选择了在京东
网上申请换货，京东的答复是：“ 请
把您所收到商品的具体情况详细描
述下”。张女士有点摸不着头脑，她

说：“ 情况很清楚，我买错了型号，商
品在投诉链接里都有，他们还要我
怎么描述商品的具体情况？”

经过了两个来回后，12月21日，
张女士再一次留言，这次京东网过了
整整14天才回复留言，客服的答复是
商品包装已经拆封试用过，无法办理
后续服务。这一条留言让张女士的爱
人陈先生感到很难接受，他说：“ 女士
对尺寸都不太懂，所以错买了小的尺
寸，他们就武断地说我们已用过，根
本无法安装的东西，怎么用？”

退换货的拉锯战
在京东网申请换货不成，去年

12月21日张女士通过收据单直接联
系到了在广东鹤山的厂家“ ABG品
匠”，厂家称答应换货，由买家自己
承担运费。包裹寄出后4天，没有得
到厂家答复，经张女士调查才发现
原来包裹卡在了韵达快递。原来，要
将包裹寄到厂址所在的广东鹤山市
江门市址山镇要加邮资，这样算上
原来的18元，还要加上15元的附加

费一共33元。
包裹寄到广东后，张女士仍然

没等到回音，她再次致电厂方，对方
称客服部的负责人不在。在耐心等
了2天后，张女士再次联系到了厂
方，“ 这次他们说没有我要换的型
号，要等2个月后才有货，或者选择
退货，时间太久，我选择了退货。”没
想到这一等又是三四天，张女士再
一次打电话联系“ ABG品匠”，客服
部的蒋先生表示，盖板表面有划痕，
要扣款15元。张女士说：“ 我拆封都
没有拆过，邮寄前我甚至用报纸包
好生怕刮坏。”尽管如此，张女士当
场还是表示了愿意接受。一周后，见
退款仍不到账，张女士第五次拨通
了厂家的长途电话，这一次，客服的
蒋先生称，财务部没有通过申请，要
扣款40元才能退货。“ 我只要能退货
成功，回来多少钱我都无所谓了。”
张女士回忆当时和厂方交涉时的
话，4天后，1月14日张女士才收到了
这笔退款，从第一通给京东的电话
开始，期间历经了一个月。这样，原

价106元的商品，原封未动退还给厂
家后，算上快递费，只剩33元。“ 以后
不敢上京东买东西了，售后服务态
度实在太差。”张女士无奈地说。

京东售后回应
记者拨通了京东商城客服电

话，工号2414的工作人员称，如果是
尺寸不对的话确实无法使用，不过
判断商品是否用过的标准是用户是
否拆过包装，在客服人员没有见到
商品的情况下就判断已经用过商品
确实是京东售后审核部门的责任，
对用户造成的困扰表示抱歉。由于
已经过了退换货政策期限很久，京
东会考虑特殊处理。

那么“ ABG品匠”是如何断定
划痕系买家所为，对商品损坏的扣
款的标准是什么？针对张女士所困
扰的问题，客服部蒋先生表示，对商
品表面的划痕，无论是发生在物流
过程，还是用户造成，都默认为用户
的责任。而扣款的标准，蒋先生表示
一般为单价的40%。

9扇门中有 4 扇门
大小不一、做工粗糙

原打算过完新年就搬入新家的
葛女士，却未能如尝所愿，而这都是
她新房里的4扇沃达王室内木门惹
的祸。据葛女士称，木门安装完的第
二天，当她去新房里验收的时候发
现，自家客厅内的同一面墙上的2扇
门竟然一高一低，看上去特别的显
眼突兀。“ 一走进家门，首先映入眼
帘的就是客厅这面墙上的两扇门，
要是高度落差不大也就算了，关键
就是两扇门的高度相差了将近四五
厘米。”葛女士告诉记者，不仅如此，
就连卧室内的走入式衣帽间的移门
也存在尺寸偏差的问题。“ 一扇门宽
一扇门窄，我们测量下来两扇门大
约相差了有4.5厘米的样子。”

然而，葛女士家的木门不仅在
尺寸上存在误差，就连做工质量上
也是良莠不齐。“ 有些门上的油漆粉

刷的极不均匀，且不用手去摸，光凭
在灯光下就能看到木门表面上的颗
粒，”用葛女士的话来形容就是好似
月球表面一般。总共才有9扇门，现
在4扇门在做工质量方面都存在这
不同程度的问题，面对如此做工的
木门，葛女士当即就联系了沃达王
木业方面要求退货。“ 当时，对方就
说会派专业的装修师傅先过来检查
一下。”葛女士告诉记者，沃达王木
业的装修师傅在检查完存在缺陷的
木门后，当场也没有反驳葛女士对
于木门质量存在质疑的问题，“ 装修
师傅也说是木门在做工方面的确存
在缺陷，需要回去和他们领导汇报
一下检查的情况后才能做出决定。”
葛女士如是说道。

沃达王木业回应
只能换不能退

由于沃达王木业有限公司是中
日合资的企业，所以在隔了两三天

后，葛女士首先接到了沃达王木业
中方负责人孟先生的电话。“ 他说沃
达王一定会90%的按照顾客要求来
重新修正，并且会给消费者一个满
意的处理结果。”听到沃达王方面的
这般回复，葛女士原本以为事情大
体都能顺利解决了，谁曾想接下来
沃达王售后方面的负责人马先生又
给葛女士打来电话，表示称在经过
沃达王中日双方领导的商谈之后，
决定这4扇有问题的木门既不能退
也不能换，只能是做质量上的一些
修复。“ 明明是他们的过错，现在怎
么就不能退货？”面对沃达王木业的
态度，葛女士表示出了不满与质疑。

随后，记者联系了沃达王木业
有限公司售后方面的负责人马先
生，他表示，“ 我们对于木门的尺寸
方面存在偏差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考虑到这次的责任也的确在于我们
沃达王方面，所以现在我们决定帮
葛女士重新测量制作有尺寸偏差的

4扇木门，且对表面有颗粒的木门我
们也会做相应的修复工作，但前提
是葛女士家的木门只能是换不能
退。”

》律师说法

商家要负
做坏与逾期两责任

上海海朋律师事务所的徐亦律
师认为，商家不仅仅要承担将木门
做坏的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工程逾
期责任。“ 现在，商家表示愿意为消
费者重新制作4扇木门，那么则弥
补了其前面做坏的过失；与此同
时，商家还要承担工程的逾期责
任，补偿消费者的实际损失，而具
体的补偿方法则需要通过双方协
商后完成，若最终不能达成具体的
协议，那消费者只能通过司法途径
来解决此问题。”

13801898568老罗帮你忙
新浪微博：@青年诚帮
搜狐微博：@青年报新闻互动
栏目合作!市民信箱 !"#$%&’%()

本应该是欢欢喜喜的搬进
新家，可葛女士一看到新家就
气不打一处来，原来，家中价值
5万元的9扇沃达王木门中竟
有4扇木门的“ 高矮胖瘦”不
统一，且木门表面油漆粉刷得
也十分粗糙，在阳光下木门表
面的颗粒尽显无遗。看着同一
面墙上的两扇门一个高一个
矮，再看看走入式衣帽间的移
门一个胖一个瘦，再想想坑坑
洼洼的木门表面，葛女士当即
要求退货，而沃达王木业有限
公司则表示，退货肯定不行但
可以帮葛女士重新定做4扇门，
并且把有颗粒的木门再重修复
一遍。

本报记者 朱迪

京东网购退货一个月拉锯战 106元只收到33元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昨天下
午，上海市工商局检查总队和工商
普陀分局会同公安等部门对古浪路
鑫世纪汽配市场内违法违规销售电
动自行车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现
场对正在经营的3家电动自行车经营
户进行了执法检查，并对其中1家经
营户销售的5辆涉嫌超标电动自行
车，依据《 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
予以扣押，并就涉嫌违法的经营行
为做进一步调查。

据了解，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
此前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强电动自
行车管理的通知》（ 公通字【 2011】
10号），要求加大对本市生产、销售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以
及假牌假证电动车、无照经营电动
自行车的查处力度，规范本市电动
自行车经营行为。上海市政府也召
开了“ 全市违法违规销售电动自行
车联合执法专题会议”。

2月8日专题会议后，全市各级工
商部门巡查中已发现16户无照经营
电动自行车行为并立案查处。从3月1
日至4月30日，市、区两级工商部门，
与公安、质监、经信委及相关部门组
成联合执法队伍，将对违法违规销售
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开展联合整治。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上海市质
监局昨天下午召开2012年一季度例
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曝光了32家电梯
维保单位，这些维保单位在接受上海
市质监局现场监督检查时评价较差。
它们被市质监局列入了重点监控对
象，在今年“ 3·15”春令热线活动期
间，市质监局还将通过飞行检查等方
式，督促电梯使用单位落实电梯安全
管理制度，并举行电梯突发故障的应
急救援演练，促进电梯使用单位和维
保单位进一步熟悉、完善应急救援预
案和程序。

这32家单位包括：上海伟建电梯
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上海有
限公司、上海知秋电梯有限公司、上
海伟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银天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汶兴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上海东立电梯维修保养
有限公司、上海斯达电梯安装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中南电梯工程有限公
司、上海锦南物业经营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质监局新闻发言人沈伟
明介绍，现场监督检查评价的主要内
容包括：资源条件是否持续符合许可
规则要求，质量保证体系是否建立并
有效运行，电梯维修保养自检工作、
维修保养工作的一机一档、仪器设
备、安全管理是否规范，维修保养工
作质量和服务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是
否发生电梯相关责任事故，《 电梯使
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 等安全技
术规范是否严格执行。

32家电梯维保单位
评价较差遭曝光

余儒文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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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从昨天
起，为期一个月的2012年质监利剑

“ 农资打假下乡”行动正式启动，本
市12365“ 农资打假下乡”质量服务
热线也从昨日起正式开通，并将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 农资打假下乡”
产品质量申诉、举报和咨询。

质监启动
农资打假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