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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游买宝石 号称“ 不满意可以退”
回国后想退货 却发现可能要等六个月

红宝石成分一般
鉴定后要求退货

今年4月，潘小姐和母亲参加了
由同程（ 国际）旅行社（ 苏州）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发起的、上海东方
航空国际旅游运输有限公司联合发
团的“ 泰国5晚6天游”。据潘小姐透
露，行程第三天上午，一行人来到当
地的“ 皇家珠宝中心”，在当地导游
的推荐下，她购买了一款红宝石戒
指，折合人民币约8000元。

“ 导游称珠宝中心的红宝石是
鸽血红的，在中国买不到，且承诺如
果买了以后不满意可以退，所以我
当时比较放心。”潘小姐还拿到了一
张产品证书。

买到稀物应该很开心，但回国
后的潘小姐开心不起来，原来有不
少朋友认为这个戒指不值这个价。
于是潘小姐4月10日致电同程网要

求退货，却被告知除非红宝石是假
货，否则才能退。记者了解到，潘小
姐4月16日将红宝石戒指拿到专业
宝石检测机构鉴定，结果是宝石虽
然不假，但成分非常一般。

因看到产品证书上有英文说明
称“ 如果产品从购买之日起30天内
被退回原地，消费者需承担10%的违
约金”，潘小姐凭借此约定告诉记
者：“ 我可以付违约金，但旅行社不
能剥夺我退货的权利。”

退货时间未写进收条
6周退货变半年

据潘小姐透露，同程网曾给了
一个退货点地址，她母亲4月17日上
门后发现是东方航空东南亚部办公
室。“ 当时是一位陈先生接待了我，
他说可以退换，但要等4到6周，说最
长不超过2个月”，潘小姐母亲表示，

“ 我当时把红宝石戒指和证书都给

他了，还让他写了个收条并盖了他
们公司业务专用章。”然而，她曾经
要求陈先生将退货时间写在收条里
却遭到拒绝。

如今，双方的纠纷就与退款时
间有密切关系。潘小姐说，5月28日，
6周时间已过，她曾致电陈先生询问
退款事宜，但却被告知退款要等3个
月至半年，且即使等了半年也不一
定能退成。“ 首先他矢口否认和我母
亲承诺的退款时间，其次他不保证
可以退款成功。”

经办人称“ 3到6个月”是惯例
愿意督促退货进度

陈先生6月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数次坚称，自己从未承诺过退款时
间。“ 产品不是说送到我们这儿就能
退的，我们还要和当地珠宝店沟通，
对方给出了3到6个月的退货期，我
也没有办法。据我了解‘ 3到6个月’

是国际惯例，你说我怎么可能有本
事去承诺‘ 4到6周’？”

陈先生坦言，东南亚国家中泰
国办理退换货流程相对较慢，因此
造成了消费者的不满，直至6月1日，
距离潘小姐退回宝石已过去了两个
半月，红宝石戒指的退货仍在办理
中。不过他表示，愿意以旅行社的名
义督促退款进度。

他告诉记者，红宝石戒指4月下
旬就送到当地珠宝店了，因此不排
除7月中旬就能收到退款的可能性。

“ 你让潘小姐7月10日左右和我联
系，我尽量让她早点拿到钱。”此外
陈先生表示，因为受到信用汇率和
拉卡手续费影响，违约金将在10%至
15%左右。

对于陈先生关于退还时间和违
约金的最新说法，潘小姐表示愿意
等到7月份再说，她希望到时陈先生
可以给她一个满意答复。

本报讯 记者 朱迪 近日，韩女
士通过“ 上海宅急送物流有限公
司”寄了一箱东西回老家，三四天就
能送货上门的承诺始终未能兑现。
对此，宅急送客服人员解释，韩女士
找到的是骗子宅急送公司，真正的
宅急送官方网站没有任何前缀，就
是“ 宅急送官方网站”，另外，宅急
送公司的订单号是10位数，而韩女
士的订单号只有8位数。

读者投诉：
快递货物回包头 石沉大海

韩女士向与本报合作的新浪上
海投诉频道（ @上海维权投诉）投
诉，上个月17日，她要托运一箱东西
从上海至老家包头市，在百度查找
关键字“ 上海宅急送”，发现一个叫

“ 上海宅急送物流有限公司” 排在

了百度搜索页面的首页前几位。“ 我
就按照那个链接找到了这家公司，
谁知噩梦就此开始。”韩女士告诉记
者，当天打完电话后的2个小时左
右，揽件员就上门来收取货物，并收
取了180元的邮寄费用。

据韩女士回忆，揽件员没有身
着宅急送的工作服，身上也没有任
何标有“ 宅急送”的铭牌。“ 揽件员
承诺，东西大概两三天的时间就可
送到，并且他还在合同单上注明了
三个联系方式。”韩女士告诉记者，
揽件员分别写了一个400的客服电
话，一个他自己的手机号码与其公
司的联系电话。“ 当时我就觉得他
给我的快递单与一般的快递单有些
不一样。”韩女士表示，工作人员认
真负责的模样很快打消了她心头的
疑虑。

过了近一周的时间，韩女士从
老家方面打听到，托运的货物一直
没有收到。“ 不是答应好三天就送达
的吗？怎么都一个礼拜的时间了还
没有送到？带着心中的种种疑问，韩
女士按照当初揽件员留下的联系方
式拨打了电话，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三个电话两个无人接听，一个已停
机。“ 我这才感觉到是不是受骗上当
了。”至今，三个联系电话仍旧无任
何回应，而韩女士托运的一箱子货
物也没有了音讯。

官方回应：
搜索“ 宅急送”不要加前缀

在得知该情况后，记者首先拨
打了“ 114”电话查询，但对方表示

“ 上海宅急送物流有限公司” 并没
有在此登记。随后，记者通过百度查

询到了“ 宅急送官方网站”，并按照
网站上提供的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联系到了对方的客服人员。工号为
006的客服人员了解到情况后表示，

“ 官方宅急送网站是没有任何前缀
的，就是‘ 宅急送官方网站’。”而当
记者报了订单号后，对方客服人员
立即回应，正规的单号是10位数字，
而记者所报的单号只有8位数字。

“ 上海宅急送物流有限公司是
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直属
全资分公司，但也许你遭遇了冒名
顶替的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客服人
员表示，之前他们接到过类似的情
况反映，他们只能建议消费者报警
解决。最后，该客服人员一再强调，
当消费者在网上搜索宅急送公司
时，千万不要加任何前缀词，直接搜

“ 宅急送”即可。

山寨宅急送快递揽件不发 消费者维权难
“ 正牌”订单号有10位 网上搜索勿加前缀

潘小姐和她母亲4月份参加了同程国旅发起的泰国6日游，期
间在一景点购买了当地导游声称“ 中国买不到”、“ 不满意可退”
的“ 名贵”红宝石戒指。回上海后潘小姐发现戒指上只是块普通红
宝石，因此向旅行社提出的退货，但没有被顺利解决。受理此退货
的东方航空东南亚部工作人员陈先生表示，泰国退货的流程最慢，
国际惯例需要3至6个月，但愿意督促退款进度，尽量让潘小姐

“ 只”花3个月就拿到退款。
本报记者 俞韡岭

余儒文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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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委消费警示：

当心超龄空调支架
致外机坠落伤人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针对目前
大量空调室外机支架超龄服役、危及
人身财产安全的问题，昨日，上海、北
京、天津、昆明等21城市共22家消费
维权单位联合发布消费警示：当心支
架超龄服役致空调室外机坠落伤人。

22家消费维权单位指出，随着高
楼大厦的不断崛起，空调的安装位置
也越来越高，但近年来由于空调室外
机支架年久失修、“ 老弱病残” 造成
的坠机事故日渐增多。

而此前由于没有统一的空调支架
安装规范，市场上的空调支架质量良
莠不齐，一些支架是由非标钢材或废
钢料制成，承载能力明显不够，更有部
分厂家粗制滥造，导致支架容易锈蚀
腐烂，不但给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带来隐患，也严重影响了城市美观。

据了解，空调支架的材质主要有
三种：一是普通角钢材料，一般要求
厚度! 3毫米，安全使用期一般为
5-7年；二是防锈能力较强的镀锌钢
板，一般要求厚度! 2.5毫米，安全使
用期一般为7-10年；三是具有超强
防锈能力的镀铝锌钢板或不锈钢材
料，一般要求厚度! 2毫米，安全使用
期约为10-15年。

我国第一波空调安装高峰期大
约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安装的空调
室外机支架如今都已经到了该“ 退
役”的年龄，但调查显示，广大消费
者很少会意识到其危险性，更没想到
过维护和更换。

》链接

相关规范
今年已发布实施

为确保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22家城市消费维权单位联合发布4点
消费警示：

一、在使用空调之前，一定要仔
细检查外机支架的牢固情况。对于安
装时间在5年以上的，应主动检修或
更换室外机支架，以防止支架锈蚀、
松动而引起室外机坠落。

二、尤其是靠海（ 湖）城市，空气
湿度大，空调室外机支架更容易遭到腐
蚀。即使支架没有超过安全使用年限，
也应定期检查支架是否存在锈蚀和倾
斜晃动的情况，以排除安全隐患。

三、当前空调室外机支架安装分
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由厂家直接向用
户提供，另一种则是由外包的安装企
业自行采购支架为用户安装。后者往
往是问题的多发区。消费者在选购
时，切莫找“ 打零工”的安装公司或
是在小五金店购买空调支架。

四、目前国家还没有统一的空调
室外机支架质量标准，但在今年4月
19日，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发布了

《 空调器室外机安装用支架规范》。
该《 规范》对空调外机支架的厚度、
防锈度、紧固件规范以及支架检测规
范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消费者在新安
装或更新空调室外机支架时，一定要
参照该《 规范》的要求，选择符合标
准的产品，确保消费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