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朋律师事务所徐亦律师认
为，此事核心是“ 卡内余额怎么使
用”的问题。徐律师表示，如果京品
目前的服务内容、项目、价格和浩瀚
相比“ 是持平的，或是更高一筹
的”，消费者“ 不放心更换门店要求
退卡”的理由不成立，不过，徐亦律
师同时指出，因浩瀚与京品之间的
转让并未经过会员同意，从法律层
面来说，会员可以诉求退卡。“ 既然

消费者在浩瀚门店办了会员卡成为
会员，说明与浩瀚之间有合同约定，
会员有接受浩瀚服务的权利，浩瀚
有履行合同的义务。但如今门店的
转让说明合同的权利义务有了变
更，且义务人变更未经过权利人
的 同 意 ， 因 此 会 员 可 以 诉 求 退
卡。”不过徐亦律师指出，“ 诉求
退卡”有个条件，是浩瀚的会员章
程里没有特殊约定。“ 如有特殊约

定，从约定。”
徐亦律师表示，如果转让门店

的会员想要退卡，是找浩瀚退而非
京品。“ 浩瀚私下和京品达成了某种
转让协议，此种协议在会员不知情
的情况下应视为无效。会员是和浩
瀚发生了法律关系，既然浩瀚变更
了提供服务的主体，那就是浩瀚违
约。”徐亦律师建议，如果双方协商
不成，可找消协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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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投诉
店被转让 想退卡遭拒
称被浩瀚、京品“ 踢来踢去”

徐小姐说，她是原浩瀚报春店
的会员，目前卡内还有2700余元，因
对浩瀚门店转让给京品不放心，因
此有了退卡的念头。据徐小姐透
露，像她这类的会员并不少，且已
自发组建了一个QQ群，准备“ 抱
团”维权。

据悉，包括徐小姐在内，该群里
约十几个人4月1日到如今京品罗锦
路店要求退浩瀚会员卡，但遭到了
门店店长的拒绝。徐小姐说，门店店
长曾表示，4月5日京品相关负责人
会和浩瀚相关负责人碰头一起解决
此事。但当徐小姐一行六人4月5日
再次来到京品罗锦路店后，却得到
了一个令他们失望的结果。“ 京品
的相关负责人毕先生和我们说，原
浩瀚卡想继续使用没有问题，但要
退卡找他们没用，得找浩瀚退，他说
京品和浩瀚目前是两家独立的公
司。”

期间，徐小姐曾看到过本报报
道，得知了浩瀚已关闭门店的会员
可至浩瀚位于金高路的总公司无条
件退款。“ 转让门店旗下的会员是否
也能无条件退款？”因对浩瀚门店更
名不放心，徐小姐一行三人于4月6
日下午来到上海浩瀚美容美发连锁
有限公司，但其退卡的诉求却被浩
瀚单方面拒绝。“ 我认为浩瀚和京品
都没做好交接工作，对我们这类消
费者很敷衍，我们感觉像皮球一样
被踢来踢去”，徐小姐愤慨地说道。

两家说法
浩瀚：我们和京品是一家人
京品：我们和浩瀚没关系

4月6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上
海浩瀚美容美发连锁有限公司客服
经理倪先生，获悉此时他正在总公
司内与徐小姐一行人交涉。倪先生
告诉记者，因为包括罗锦店、报春店
门店在内的部分浩瀚门店已经转让

给京品，且这些门店旗下办的会员
卡可以继续在京品享受同折扣的服
务，这意味交接完成，因此像徐小姐
一类的会员如果想退卡应该找京品
退卡。不过对于记者“ 京品和浩瀚
如今是否存在关联”的疑问，倪先
生给了这样的说法：“ 浩瀚和京品
是一家人，只是兄弟分家。”据此，
此话徐小姐也在现场交涉中听到倪
先生说过。

对于倪先生的说法，京品副总
裁黎先生却予以否认：“ 我们和浩瀚
没有任何关系，浩瀚是浩瀚，京品是
京品，都是独立的公司。”

交涉无果
京品：退卡要“ 吐”出折扣
浩瀚：要问门店 和总公司无关

记者从徐小姐口中了解到，经
过一个下午的交涉，京品的黎先生
曾提出了一个退卡的办法。“ 他说，
如果要退卡，我们需将用会员卡享
受的折扣‘ 吐’出来，按美容美发的
原价从卡内扣除享受过的优惠，再
退还余额。”令徐小姐担心的是，这
样的方法即使能退卡了，说不定自
己还得倒贴钱出来。

对于这样的解决方式，黎先生

告诉记者是当场想出来的，同时表
示部分会员的要求令他感到无奈。

“ 我曾问会员怎么样才能不退卡，会
员说重新换浩瀚的牌子上去。你说
这现实吗？”黎先生说，浩瀚转让过
来的门店几乎更换了所有理发师，
原浩瀚会员好歹也先体验一下新店
的服务质量，而不是直接要求退卡。

“ 我又不是不让他们在京品使用浩
瀚的卡，他们这样说退就退没有理
由。”此外黎先生表示，他所提出的
解决办法是否能落实还得看浩瀚的
态度。“ 他们让不让退我不知道。”

浩瀚是否愿意受理像徐小姐一
样的会员退卡诉求？对此浩瀚的倪
先生说，会员的钱都是门店收的，会
员得向门店要，和总公司并无关系。
由此得出，徐小姐手中的浩瀚会员
卡能否退、找谁退、如何退还是一团
乱麻，无论是浩瀚还是京品，都给不
了明确、清晰的说法。

另外，记者根据最新采访情况提
醒各位浩瀚会员，如果发现当初办卡
门店已经关闭，并非转让，可至上海
浩瀚美容美发连锁有限公司办理退
卡，地址位于浦东新区金高路2216号
5号楼301室。同时，会员也可拨打该
公司总机38613735事先咨询。

浩瀚部分门店转让给京品
会员卡找谁退 怎么退
浩瀚，请给个明确说法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消费者周
先生在一车行买了一辆“ 依莱达”牌
电力自行车，然而，半年不到却出现
三处故障，第三次维修时，周先生提
出换货要求，但被销售商家和生产厂
家拒绝。记者前天现场采访后，销售
商家和生产厂家表示，要择日再与消
费者沟通解决。

新买的依莱达电力自行车
骑了不久即换电瓶

去年11月11日，周先生到了红棉
路武威路路口一车行，车行销售人员
给他推荐了一款型号为TDR272Z，
电瓶为48伏的依莱达牌电力自行车，
说这款电力自行车充满电后，可以行
驶50-60公里，价格为2150元。一番讨
价还价后，双方以2100元成交。

周先生说，他买下该车后，骑行
总里程达到100公里左右时，便发现
了“ 电瓶电压上不来”的情况，一次
过武宁路桥上坡时，车子爬不上坡，
不得不下车推行。事后，他便找到生
产商家，对方说“ 电瓶电压上不来”
系气温低所致，生产商家表示愿意在
周先生再贴几百元的情况下给他更
换一个好一点的电瓶。“ 我买的是整
车，为什么还要我再贴几百元钱？”
周先生没有同意。

今年1月6日，销售商家听说周先
生所述情况后，免费给他更换了一个

“ 海宝电瓶”，由于新换上去的电瓶
影响了座垫，又免费更换了一个新座
垫。就在更换这些部件时，周先生又
发现这辆电力自行车的减振装置出
现了故障，遂要求商家也给予更换。
商家同意更换，并表示将再电话通知
周先生更换减振装置的时间。

换完电瓶修减振
修完减振电瓶又坏

周先生等着商家给他更换减振装
置的电话通知，但一连等了两个月也
没有等到。期间，他有一次骑着该电力
自行车出行时险些发生意外。两个月
后，周先生主动来到销售车行要求更
换减振装置，商家提供了相应服务。

然而，就在更换减振装置后，周先
生又发现，原来更换的海宝电瓶又出

现了“ 鼓包”现象，“ 这辆电力自行车
怎么这么差，换了电瓶，减振装置又坏
了，减振装置换好了，换上去的电瓶又

‘ 鼓包’了。”周先生认为，这是两次
维修后的第三次维修，按国家“ 三包”
规定，应该换车。这种要求被商家拒绝
后，他又提出补差价换依莱达更好配
置或其他牌子的车，同样被商家拒绝。
对方只同意给他更换电瓶。

周先生给记者提供的《 依莱达
电动力三包期限与范围》 上明确，

“ 整车包修一年”，电池（ 即电瓶）
“ 包用一年，6个月内换新电池，7至

12个月换服务电池”。不过，维修记
录表格里只有1月6日更换海宝电池
这一条。周先生说，关于减振装置的
维修记录，他要求商家填写，但对方
坚持不愿意填写。

商家称故障系人为 不能换
厂家称三次故障非同一部位

前日，记者在车行现场看到，周
先生送过去的电力自行车减振装置
已修好。指着前轮边的一段光亮轴
承，周先生说，那是新近更换上去的。
车上放置电瓶的位置仍是空的，销售
商家有关负责人李先生承认，周先生
那辆电力自行车电瓶“ 鼓包”现象是
在已更换过一次电瓶、修过一次减振
装置后的再一次故障，不过，这次故
障是因周先生将充电器放在电力自
行车上振坏，然后用振坏的充电器充
电所致，系周先生人为所致，不在

“ 三包”范围，不能按国家三包规定
给予换货，但愿意更换一个新电瓶，
外加补贴200元。

周先生则表示，这辆电力自行车
的充电器一般被他放在家里，并没有
放在车上，谈不上“ 振坏”。依莱达电
力自行车生产厂家有关销售人员薛
先生则表示，虽然公司不生产海宝电
瓶，但海宝电瓶是公司指定配置的电
瓶，即使因充电器原因将电瓶充得

“ 鼓包”，消费者也无需承担责任。不
过，薛先生同时表示，由于周先生这
辆电力自行车三次故障非同一部位，
不能按有关规定给予换货。

薛先生和李先生均表示，要择日
再与周先生协商解决。

“ 依莱达”半年修三次
消费者要求换货被拒绝

记者查询发现，自行车列入了
国家三包规定的商品目录中，“ 三
包” 规定第十一条明确：“ 在三包
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不能正常
使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
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

者免费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
或者按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退
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追
偿或者按购销合同办理。”并没有
提及“ 修理两次”的故障部位为同
一位置。

按“ 三包”规定应换

当本报读者徐小姐看到青年报今年3月30日《 浩瀚美容美发部分门店关闭、转让》一文后，对文
章内汪女士的遭遇产生了共鸣。不过和文章内汪女士有所不同的是，徐小姐虽然也持有浩瀚会员
卡，但其购买会员卡的那家店———浩瀚报春路店并非关门再也不开了，而是和原浩瀚罗锦路店一
样，目前已“ 变脸”成了京品美容美发。“ 浩瀚门店关门了会员可以无条件退款，那浩瀚门店转让了
的话，会员想退卡能退么？”据悉，抱有和徐小姐一样想法的浩瀚会员不在少数，但遗憾的是，无论是
浩瀚还是京品，目前都未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会员想要顺利退卡，步履艰难。有会员无奈说道：

“ 难道转让门店旗下的会员就不能享受到‘ 无条件退款’的待遇么？”
本报记者 俞韡岭

》律师说法 会员想退卡应找浩瀚

据消费者描述，电动车的避震存在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丁嘉 摄

浩瀚多家门店关闭、转让。 本报资料图 见习记者 丁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