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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饭煲成
“ 电”饭煲
苏泊尔顾客备受折腾
》维权现场

韵达快递
送药送迟又送错

一台３３８元的苏泊尔电饭
煲，让市民顾先生在家和超市、
维修商之间展开了“ 折返跑”。
先是数次到销售商那更换零部
件，然后三次前往苏泊尔特约维
修商处维修，既没拿到一张维修
单，也未得到换货处理，过保后
再出８８元维修，仍然是一个插
上电就冒火花、漏电的
“ 电”饭
煲。记者现场采访时，保内维修
只有两次记录，苏泊尔方面表
示，维修一般不给维修单，愿意
免费再给顾先生维修一次。上海
市交电家电行业协会有关工作
人员认为顾先生受到的维修服
务不规范。
本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张女士请
韵达快递给妹妹送药，结果，快递人
员不但延迟一天才送，而且张冠李
戴，
将本应送至２０４室的药送到了４０２
室。记者日前联系韵达快递后，该公
司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将给予张女士
一定赔偿，
并按其要求登门道歉。

快递变
“ 慢递”顾客无奈打的送药

余儒文 绘

现电饭煲出现了指示灯不亮症状。
这次，他没有再找销售商，而是
８月５日，本报
“ 老罗帮你忙”互
按照产品说明书上提供的地址，直
动维权热线记者前往顾先生家采访
接来到辉河路６５号，找苏泊尔特约
时，那台苏泊尔电饭煲放在家里仍
维修商上海文帆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维
只是一个
“ 摆设”。顾先生说，那是
修。顾先生说，维修站工作人员从其
他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在大润发超市
他旧的电饭煲上拿下一个零件来更
购买，
价钱为３３８元。
换，他当即阻拦说为什么拿旧零件
买回来第一天，他就发现菜单
来更换，维修人员则解释新零件没
键盘上的１０多个键中，只有两个键
有了。
的指示灯亮。当天，他就前往超市交
顾先生相信了维修人员的话，
涉，超市方面给他更换了一个配件。 没有就用新零件还是旧零件维修一
但回来后又发现，电饭煲盖上散发
事与上海文帆贸易有限公司纠缠。
热气的一个孔不通，电饭煲内热气
但修好回来用了才几天，在电饭煲
散发不出来。
接上电源时，手一碰到电饭煲，不论
之后，他再次找到超市方面，超
电饭煲的哪个部位，都被弹回来了。
市方面称，他买到的那台苏泊尔电
“ 有电，漏电了。”顾先生说，为
饭煲为次品，随即从货架上其他电
防止意外发生，他再次来到辉河路
饭煲上拿下一个盖子给他换上。但
６５号维修，维修中，他问维修人员
是，好景不长，他回到家再次发现， “ 什么问题”，维修人员告诉他
“ 没
更换上的电饭煲盖子，与原来的锅
问题”，他再一次相信了。
子不匹配，
盖不上。
但是，回来后，电饭煲才烧几次
无奈，他再次来到超市，超市方
饭，手一碰到电饭煲，又有麻麻感
工作人员再次将货架上其他苏泊尔
觉，其他金属制品碰到电饭煲外壁
电饭煲锅子拿下来给他更换，更换
时，还会有冒火花现象。于是，他第
三次来到辉河路维修，但维修人员
好后，
那个电饭煲才好使用。
检测下来仍然告诉他
“ 没问题”。
三次送修未修好均没拿到维修单
顾先生告诉记者，这三次前往
但是，到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时，他又发 辉河路６５号上海文帆贸易有限公司

新买电饭煲７天内换三次零配件

维修，他都要求对方开具维修单，但
都被拒绝。
“ 这个电饭煲真是‘ 电’
饭煲！”第三次回来后，他便不敢再
使用这个电饭煲。
事情拖至今年５月２６日，他下决
心让这个电饭煲修好，便再次来到
辉河路６５号。顾先生说，这一次，维
修人员告诉他电饭煲主板坏了，由
于过了三包有效期，需自费出８８元
更换电脑主板。
顾先生以为，这次自己出了钱，
应该可以修好。但修完拿回家才用
了一天，电饭煲一插上电源，再次有
冒火花现象。
“ 到底是质量问题，还
是维修问题？”他愤而向本报
“ 老罗
帮你忙”互动维权热线投诉。

电脑里单方面记录。记者询问苏泊
尔客服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反复强
调，公司确实要求一般不给顾客开
具维修单，如果顾客想要开维修单，
需向领导申请，得到同意后才能开。
上海市交电家电商业行业协会
纪国海介绍，家电维修时，如果是到
顾客家上门服务必须出具维修单，
这一方面是为了给维修进行记录，
另一方面是对上门维修人员身份的
一个旁证；顾客自行将产品送到维
修点维修时，如果是保内维修，没
有硬性规定一定要开维修单，但如
果顾客要求维修商出具维修单，维
修商应该出具；如果是保外，则一
定要开具维修单，否则均是不规范
行为。
协会：
不排除有意漏填维修记录
纪国海同时分析，对保内维修，
８月６日，记者来到辉河路６５号， 维修商尽管要凭维修记录才能向生
店内相关材料介绍这里是苏泊尔炊 产厂家申请维修费用，但不排除个
具产品特约维修服务中心，店内工 别维修商为了给生产厂家节省换机
作人员电脑查询后告诉记者，在三 成本，也为了自己持续成为生产厂
包期内，顾先生只来过这里维修两 家的特约维修商，有意或无意将一
次，由于不符合国家三包规定中维 些保内维修
“ 遗漏”记录。
修两次后换货的规定，才没有给顾
记者现场采访后，苏泊尔方面
先生换电饭煲。
表示已要求这个特约维修商再次给
店内工作人员同时解释，根据 顾先生维修电饭煲，如果是原来维
苏泊尔方面的要求，给顾客产品维 修过的地方再次出现故障，因仍在
修时，不开具维修单，只在公司维修 三个月保修期内，将免费进行维修。

诺贝尔瓷砖存色差 厂家承认展厅样品可能误导

张女士家住闵行，日前，她致电
本报“ 老罗帮你忙” 互动维权热线
称，由于要在家中照顾生病母亲，
７月
２８日，在看到韵达快递工作人员管先
生开着车子从小区经过时，便提出让
对方将一份药快递给同时生病的妹
妹急用。
管先生同意了，当即上门取药。
取药时，双方约好快递费６元，第二
天中午送达。当张女士提出要填快
递单时，管先生称身上没有快递单，
将在回公司后补填快递单，随即手
写了一张便条：
“ 韵达七宝二部，实
收６元。”便条上，他还给张女士留
下了联系电话。
７月２９日中午，张女士联系妹
妹，妹妹说还没有收到她快递过去的
药。下午，
她致电管先生，对方说马上
送到。
然而，当天晚上她再致电妹妹，
妹妹仍说没有收到。她又联系管先
生，但连续打了他３次手机他都没有
接。
７月３０日上午，
她再次致电妹妹，
妹
妹仍说没有收到。这时，她又致电管
先生，
对方说中午送到。但是，她中午
再联系妹妹，
仍然没有送到。无奈中，
她重新买两瓶药亲自打的送了过去。

应送２０４室 送到了４０２室
“ 我１１４问到韵达总部、二部、中
转站，最后还是杳无音信。
” 张女士
说，一次次询问无果后，她向韵达快
递投诉部门求助，
“ 结果主管、
办事人
一大堆人把责任推来推去，电话打了
几十次也有了，
直到第４天
（ ７月３１日）
才告诉我送错地方了，
他们会解决。
”
张女士告诉记者，８月１日，韵达
快递来电说药送到了她妹妹那个门
洞的４０２室，而非她妹妹所在的２０４
室，要她自己去别人家取。当天下午，
韵达快递理赔部门通知她，可以理
赔，但要她提供快递单。
“ 那个快递
员从来没有开过快递单给我，只有便
条一张，理赔部门听后居然挂了电
话，事情就不了了之。”

韵达承认错误 退一赔一并道歉
本报讯 实习生 郭志浩 记者
陈臻 市民曹小姐向与本报合作的
新浪上海投诉维权频道（ ＠上海维
权投诉）反映，她在红星美凯龙真北
店购买了诺贝尔塞尚印象地砖，铺
设完成后发现在色差和平整度上均
有问题。经过现场查看，售后人员称
色差确实严重，但卖场领导又改口
称这是正常现象。

瓷砖白底变灰底 铺设还不平整
在曹小姐正在装修的家中记者
看到，从客厅到内屋近百平方米的
地面上铺设着诺 贝 尔 塞 尚 印 象 地

砖，地砖以灰底黑纹为主，也有不少
凯龙真北店反映情况后，售后人员
白底黑纹的，两者差异清晰可辨。
很快就到她家进行了查看，并且表
曹小姐说，她在红星美凯龙展
示这样的色差确实比较严重，将向
厅内看到的展示品是以白底黑纹为
上级领导反映后再给曹小姐答复。
主，只有一片灰底。
“ 现在这样又有
“ 之后他们的上级领导也来我
灰色又有白色，铺在地上非常不好
家查看，但是当他检查完之后却告
看。”此外，一些地砖还存在拱起的 诉我说，地砖存在这样的色差是正
现象，记者摸了下一块地砖的四周， 常现象，这样前后矛盾的说法让我
不知道怎么办好。” 曹小姐对记者
发现四个角与旁边地砖的接缝处是
平整的，但四条边的中间部分微微
说，
“ 我又联系了诺贝尔集团上海分
拱起，地砖之间并不平整。
公司的人，他们的工作人员上门检
查后也告诉我没有问题，但是愿意
售后和领导对质量问题说法不一
赔偿我一定费用。既然没有质量问
曹小姐说，她向经销商红星美 题，为什么还要赔给我钱呢？”

厂家承认展厅可能误导
诺贝尔集团上海分公司客户部
主管钱先生表示，
“ 我们的地砖确实
有白底黑纹和灰底黑纹两种，可能
是我们在展厅只铺设了５平方米的
地砖，刚好白色的比较多，而我们的
介绍员也没有跟曹小姐讲明情况，
所以可能给曹小姐带来了一定的误
导，这属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我们
愿意给曹小姐一定的费用赔偿。
”钱
先生当时表示，会尽快与曹小姐进
一步协商，将此事解决。但至记者发
稿，双方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记者联系韵达快递后，有关工作
人员表示，管先生确实为韵达快递的
工作人员。查看工作流程单发现，张
女士所要快递的药品送达地址确实
为４０２室，于７月２９日发出，
３０日上午
１２! ４２送货上门。巧合的是，所送到
的那个４０２室签收人员也姓张。由于
该户业主早出晚归，快递员直至７月
３１日才取回药。难以确定是张女士误
将２０４室报成了４０２室，还是韵达快递
工作人员误将２０４室写成了４０２室，公
司还是愿意按有关规定和张女士要
求，对原来所收快递费退一赔一，并
派人登门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