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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连天浴场被法院查封后还在售卡
售卡没几月就关门 消费者退费无门
》维权现场

买家卖家都以为
“ 你懂的”
西装做好才发现衣料有偏差 谁买单？

图为被消费者投诉的碧海连天浴场。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去年８月
４日，沪星路七莘路路口碧海连天浴
场就被闵行区法院查封，市民王先
生在不知情情况下办卡１０００元，消
费仅两次浴场就关门。日前，本报
“ 老罗帮你忙” 互动维权栏目记者
接到合作方市民信箱转过来投诉。
律师指出，浴场隐瞒影响交易重大
事项，
应该退卡并承担消费者损失。

碧海连天浴场被查封
消费者购卡时不知道情况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前来投诉顾客信息。
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
者看到大堂墙上贴着一张落款日期
为今年９月１１日的
《 上海市闵行区人
民法院公告》《
， 公告》内容显示，法
院已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４日，对碧海连天
浴场经营场所内的所有装潢、厨房
设备、洗浴设备、电梯及所有可移动
物品予以查封。
“ 去年８月４日就查封了，碧海连
天浴场怎么不告诉我呀——
—如果告
诉我，我肯定不会买的。”就在记者
现场采访时，又一位男青年前往投
诉，看着
《 公告》上的内容，他很气
愤。记者再联系王先生，他说办
“ 福
卡”时，碧海连天浴场工作人员没有
主动介绍浴场被法院查封一事，如
果知道该事，他也不会办卡。

王先生在向市民信箱投诉时
称，今年５月，他在碧海连天浴场办
理一张
“ 福卡”，预存了１０００元。消
费２次后，截至６月２３日还留有５４５
元。但没多久，该浴场就关门了。他
前往交涉，于８月登记了
“ 福卡”消
费情况，登记时，浴场方面说一个月
内给回音，但是，两个月都过去了， “ 负责人”声称已不再负责
仍然没有得到来自浴场方面的任何 但会对消费者有交代
当记者准备联系碧海连天浴场
回音。
１１月２３日，本报
“ 老罗帮你忙” 负责人进一步采访时，现场工作人
互动维权栏目热线记者现 场 采 访 员给了联系人分别为徐先生和吴先
时，碧海连天浴场大门仍打开着，但 生的两个手机号码。记者现场拨打，
没有看到工作人员，大堂内已有多 徐先生手机关机，另一个手机接通
处漏水、积水。记者多次呼喊后走出 后，吴先生说将向有关负责人进一
来的两位工作人员说，浴场于今年８ 步反映后给回复。
月左右关门，作为
“ 留守”人员，他
不过，记者一直等到１１月２６日，
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也 也没有等来吴先生的回复。记者再
不知道接下来是否会恢复营业，目 次致电吴先生时，他说自己不管碧
前除了看护现场设施外，就是登记 海连天浴场的事情了，并指责记者

不该联系他。记者再致电徐先生，
对方称自己也不再负责 碧 海 连 天
浴场。徐先生表示，虽然自己不再
负责碧海连天浴场，但浴场对原来
买
“ 福卡”消费者会有所交代，
“ 福
卡”内没有用完的费用，要么可以
退，要么可以在浴场恢复营业后继
续使用。

》律师说法

隐瞒影响交易重大事项
浴场应该退卡
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赵星海律
师认为，如果浴场被法院查封时，法
院并没有说不允许浴场继续营业，
浴场就可以继续营业。但是，浴场被
法院查封后，其后续经营的风险，存
在的不稳定因素均将比以前更大，
如果要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就
应该把这一重要情况予以告知。从
投诉者反映情况来看，碧海连天浴
场在被法院查封后继续经营中，向
王先生售卡时隐瞒了这一有可能影
响双方交易的重大事项，双方交易
协议应试为无效，如果消费者提出
退卡，碧海连天浴场应该支持，并赔
偿因此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
赵星海律师同时认为，消费者
购卡后，如果已有消费情况，退卡
时，应该扣除已消费钱款。

》投诉反馈

“ 李鬼”华宇物流 收钱送货不上门
公司说找业务员，他们不管，我找 会了解到，上海市场上原来确实有
市 民 陈 女 士 投 诉 ：１１ 月 ２１
业务员，业务员说地址太远公司不 “ 华宇物流”，但早已被ＴＮＴ快递
日，我通过百度找到一个叫华宇物
肯送，他没辙，钱也不能退。我在微 并购，新公司名字为
“ 天地华宇物
流的公司，分别往北京和湖北寄送
博搜索一下，蛮多人投 诉 这 家 公 流”，现在市场上的
“ 华宇物流”没
共计７箱葡萄酒。我电话联系后，对
司，都找不到地方，让他们转负责 有一家是
“ 正牌”。记者联系 天 地
方很快上门取货，并收取的７５０元
人，他们都不理会。
华宇物流，对方称，公司物流单号
钱，其中包含６５元北京送货上门费
不是七位数字，也不是以“ ８”天
和１００元湖北送货上门费。之后，北
记者 罗水元 反馈：记者发
头，陈女士所找的
“ 华宇物流”为
京的朋友说物流公司让她 们 自 己 现，陈女士交钱后所拿物流单编号
到郊区去取酒，我电话物流公司， 为：８８６７１８５，记者从上海市物流协 “ 李鬼”。

本报讯 记者 俞韡岭 高先生近
日向与本报合作的新浪上海维权频
道
（ ＠上海维权投诉）反映，
９月份在
上海裁尚服饰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裁
尚洋服”）定制一套西服，在以为卖
方了解其所要款式面料后发现制作
完毕的西服面料非他初衷，
遂要求退
货。对此裁尚洋服相关负责人表示，
面料根据取衣单所写编号而做，
且表
示高先生在西服完工前的一次试穿
中也未提出过有问题。

的是不滑、不反光的面料。”据悉，高
先生曾询问过店方是否讲面料搞错，
店方则告知他
“ 肯定没问题”。
记者了解到，虽然高先生坦言自
己没法举证店方搞错布料，但也认为
店方没法说明没搞错面料。
“ 我记得
给我取衣单的时候没让我签过字，而
且我又不知道编号代表什么面料。

消费者质疑：
成衣面料和照片不符

记者１１月２７日上午联系到裁尚
洋服相关负责人朱女士。
朱女士说她
记得高先生９月２９日来店里定西服款
式面料时是一位师傅接待的，
她当时
自己也在场。她认为，高先生如今认
为面料搞错的说法站不住脚。
“ 我不记得当初师傅到底有没
有说款式面料的具体名称，
但高先生
也看过我们的样衣后师傅才给了取
衣单。做衣服期间，我们还让他到店
里试一试衣服的大小尺寸是否合适，
当时也没有说面料不对，
（ 本） 月初
来拿衣服时他还是没说有问题。后来
说拿回家后朋友还是同事看了看说
不对他再拿过来反映的。”
朱女士进一步表示，取衣单上的
面料编号所代表的面料名称为“ 丝
光毛”，且她表示当初高先生所显示
的那张照片看上去面料不反光不能
证明什么。
“ 照片和样衣总会有些差
距啊，为什么不以样衣为准而以照片
为准？
”朱女士还说，这个面料编号
是厂家统一的，不存在改动的情况。

高先生９月２９日在“ 拉手网”上
看到了裁尚洋服３９９元可定制一套西
服的团购活动，并且在
“ 网易团长”
上看到裁尚洋服另一个团购套餐中
有自己喜欢的西服照片。高先生说：
“ 当天我就来到店里，打开我要的那
个西服面料的照片，询问师傅后得知
店里有这款面料。而且我还真在那里
看到了样衣。”
但高先生坦言，问题出现在未亲
口和师傅确认喜欢的面料名称到底
叫什么。
“ 当时下单团购后，师傅就
帮我量身，随后给了我一张取衣单，
单子上有一串７位数的面料编号。”
高先生说，
“ 我当时认为师傅已经明
白了我想要的西服面料是什么，也就
没在意，没多问。”
根据高先生的说法，待他１１月上
旬到店里取衣服后，发现西服面料不
对。
“ 面料手感是滑的，有反光，但这
不是我当初想要的面料款式。我想要

》律师说法

店方回应：
取衣单面料编号为
“ 丝光毛”

店家要尊重消费者知情权

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徐游律师
表示，无论是买卖双方，在取衣单生
成之前对于不确定因素都因进行确
认，而责任相对更大是店家。
“ 消费
者纵然有自己的问题，但考虑到买卖
双方信息不对称这一点，
商家也应该

在用正规编导代替名称的同时告诉
消费者面料名称，要尊重消费者的知
情权。
”不过徐律师坦言，消费者在
试衣、取衣时并未提出过完全的异
议，处于模棱两可的态度，如今再要
求退货在情理上不太合适。

》第一线

塑料包装检测96%合格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昨日，上
海市消保委发布今年第８号比较试验
结果：近期对本市超市、餐饮等企业
中使用的塑料盒
（ 托）、
塑料杯、塑料
袋、塑料碗、纸杯、纸盒、餐盘纸等塑
料和纸制食品包装材料１００件比较试
验后，９６件符合标准，符合率为９６％，
总体情况较好。不符合指标主要为蒸
发残渣
（ ４％乙酸）、荧光性物质。
蒸发残渣主要针对塑料制品，
是
指用４％乙酸、６５％乙醇、正己烷和水
等４种不同的溶液，
模拟塑料制品在使
用过程中遇醋、
酒、
油和水等液体时析
出残渣的可能性。
如果使用的原料质量
低劣或者在生产中不恰当地使用添加
剂，
部分物质就有可能在接触上述液体

时迁移出来，
而残渣及残渣中重金属等
化学物质的存在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
良影响，
尤其是对处于成长期的儿童和
青少年影响更大。
此外，
残渣还会对食
品的色、
香、
味造成直接影响。
荧光性物质主要是检测纸制品
中是否添加了荧光增白剂。荧光性物
质不像一般化学成分易被分解，可能
会被与其直接接触的食品吸附，并在
人体内蓄积，大大削减人体免疫力，
危害人体健康。
据专家分析荧光性物
质超标的主要原因：
一是个别生产厂
家为了节省成本使用再生纸；二是违
反食品包装用纸的有关规定使用印
刷品用纸；
三是为了给包装用纸美白
而加入了荧光增白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