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买才两个月 高压锅使用时“ 爆炸”
厂方众鑫拒绝承认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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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锅购买才2个月就发生爆炸
“ 高压锅是今年5月份在东方国

贸的一个小店里买的，才用了两个
多月。”顾女士指着早已变形的高压
锅说道。“ 价格不贵也就150元，当时
只开了收据。因为从来没想过会发
生爆炸，说明书等早不在了。”记者
看到，高压锅锅盖已严重变形，安全
阀炸成两截，扭曲的高压锅盖子上
印有“ 众鑫三角”4个字。

回忆起当时爆炸的情景，顾女
士至今还心惊胆颤。“ 太可怕了，
要不是我自己跑得快，性命可能
就不保了。”7月7日晚间，顾女士
将 高 压 锅 放 上 煤 气 炉 灶 不 过 5 分
钟的时间，随着一声巨响，正背对
着炉子做馒头的她，还没来得及

转身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被锅
内 喷 溅 而 出 的 稀 饭 烫 得 向 外 跑
去，还没等顾女士跑开，直冲天花
板的高压锅盖狠狠砸在了她的右
腿跟腱处。

记者在顾女士的右腿跟腱处，
依然能清晰地看见被高压锅锅盖撞
击后留下的缝合伤，以及背部、臀部
等烧伤后留下的暗红色疤痕。

当顾女士带着破损的高压锅，
以及写有“ 高压锅爆炸致全身多处
外伤，右腿跟腱断裂”等医院出院小
结，就自己意外受伤的事，要求厂方
众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给个说法并
给予相应的经济赔偿时，却遭到对
方的拒绝。“ 他们认为距离爆炸已经
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且高压锅
并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将事故责任

全都推向了我们这边。”
顾女士气愤地说道，“ 我当时不

能走路，浑身上下都是烫伤，怎么可
能第一时间找到他们要求赔偿？”顾
女士现在每月的工资只有一两千
元，3万多元的看病费用，让这个本
来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高压锅无质量问题并回避采访
记者与众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吴先生取得了联系，对方
辩驳称：“ 我们高压锅没有质量问
题，之前也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情
况，用高压锅煮稀饭最容易将出气
嘴堵住，一旦堵塞严重到高压蒸汽
也不能吹开的程度，就很可能会发
生爆炸事故。”

然而，当记者再次联系吴先生

时，对方以自己生病回家休养为由匆
匆将记者电话挂断，截至发稿前对方
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购买才两个多月的众鑫三角
高压锅在使用过程中突然爆炸，
并造成顾女士全身上下多处烫
伤，右腿跟腱断裂，随之而来的3
万多医药费更是让生活本就拮据
的顾女士一家雪上加霜。对此，众
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
先生表示，高压锅本身并不存在
任何质量问题，会发生爆炸是因
为顾女士操作不当所致。而当记
者再次联系吴先生询问相关情况
时，对方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接
受采访。

本报记者 朱迪

需做相关鉴定
方能定责

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的徐游律
师认为，“ 作为消费者，首先一定要
做事故鉴定，包括对爆炸现场的勘
察以及高压锅耐受力等质量方面的
鉴定；而作为厂方，要对自己生产出
来高压锅负责，就必须向消费者提
供相应的生产资质，只有双方同时
拿出有效的证据证明后，才能最终
确定责任方究竟是谁。”

本报讯 记者 俞韡岭 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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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月在易迅网购买的一台东芝笔记
本电脑在一年内三次发生故障，去
东芝维修处检查后均以更换主板作
为解决结果，遂要求换机。虽然东芝
最终愿意为邹小姐换台新机，但同
时表示邹小姐电脑出现的故障不完
全符合“ 三包”规定，严格来说无法
处理换机。对此有律师称，商家可能
对“ 三包法”过度解读，应对产品问
题本身作出反思。

笔记本一年维修三次
客户称申请换机曾被东芝驳回

2011年12月7日邹小姐在易迅
网上购买了一台型号为L700-T32W
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不过在使用过
程中，这台笔记本出现过三次较明
显的故障，用邹小姐的话说就是“ 睡
眠灯永远在亮”、“ 电池充不进电，
只能直接插电源”。

记者了解到，邹小姐分别于今

年2月26日、3月12日、11月7日将笔记
本电脑送到东芝授权维修中心进行
检测维修，解决结果均更换了主板。
邹小姐认为，根据“ 三包法”规定，
笔记本电脑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
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可凭修理记录
和证明要求退换货。于是她要求东
芝授权维修中心将新主板取下、重
新换上旧主板的同时向经销商易迅
网发出了换货申请。

虽然笔记本电脑及配件、三次
维修凭证及其余资料均已邮寄给了
易迅网，但邹小姐发现事情进展并
未如她预料的顺利。“ 易讯客服告诉
我虽然向东芝提交了DOA换机申
请，但却被东芝方面驳回。目前双方
均不肯为我换机。”

东芝愿意为客户调换新机
但称并不完全符合条件

东芝客户服务中心当班经理徐
先生对邹小姐的投诉表示意外：“ 没
说过不同意换啊。我们上周后期就
给她打电话说是可以换的，维修中

心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客户资料以便
进行下一步的换货流程。”

根据徐先生与易迅网方面协调
后的说法，除了一张购机发票原件，
易迅网已将邹小姐其余邮寄的资料
都转寄到了东芝授权维修中心。徐
先生说：“ 我们已经和易迅网这边协
调，让他们尽快地将购机原件给到
我们。只要到我们这儿，我们就可以
为客户进行换机。”

记者了解到，因邹小姐的笔记本
电脑已经停产，东芝方面将为其换一
台配置不低于原机的新机，且会加快
换机速度。“ 一般我们处理这种纠纷

需要2周时间，但考虑到客户的特殊
性，我们尽全力在2周内解决此事。”
记者截稿前获悉，新的笔记本还未到
邹小姐手中。根据她的说法，东芝相
关人士12月10日曾联系她表示，笔记
本已送至东芝授权维修中心，但因流
程原因还要再等些时日。

不过徐先生坚持认为邹小姐的
机器故障并不完全符合“ 三包法”
换货条件。“ 根据法条，出现2次以上
性能故障才能换货，但性能故障的
意思是不能正常启动或开机。据我
们了解，邹小姐的机器只死机过一
次，因此不完全符合条件。”

东芝笔记本一年维修三次均要换主板
经协调东芝愿意为客户调换新机

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徐游律师
认为，虽然处理结果尚可，但东芝方
面对“ 三包法”的解读让他觉得不
能接受。“ 厂家的说法属于过分解读
了。消费者和厂家对于产品故障的
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消费者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厂家
可能认为在正常范围内。我认为对
技术缺陷的认知应该尊重消费者的
选择”，徐律师表示，东芝应在此纠
纷中吸取教训，督促自身产品更加
完善。

》律师说法 商家勿过分解读“ 三包法”

消保委提醒老年消费者

警惕保健品公司
“ 免费”诱饵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参加保
健品公司‘ 免费’体检后，我买了1万
多元保健品，但要不到发票，现在，他
们又‘ 邀请’我去吃‘ 免费’年夜饭，
你说，我还要去吗？”一场“ 健康养生
理性消费———关爱老年消费者”咨
询服务活动近日在静安公司举行，上
海市消保委提醒老年消费者当心保
健品“ 免费”陷阱。

“ 免费”体验实则暗藏玄机
2012年12月10日上午，由上海市

消保委会同市工商局组织的“ 健康
养生 理性消费———关爱老年消费
者” 咨询服务活动在静安公园开始
不久，就吸引了不少老年人的关注，
前往咨询的老年人络绎不绝。

80多岁的李老伯就是其中之一，
他正为是不是参加保健品公司“ 邀
请”的“ 免费”年夜饭发愁。他说，今
年国庆节过后不久，就接到一个“ 电
话邀请函”，电话中，对方称自己是
位于黄兴路四平路的一家保健品公
司，为了老年人健康，即将举办一场

“ 免费”体检。放下电话，李老伯心中
涌起一股暖流，他以为对方真的是为
老年人健康着想开展的“ 免费体
检”，之后如期参加体检。

出乎他意料的是，一番“ 免费”
体检后，保健品公司工作人员就围着
他，劝他购买一种“ 天羽”牌防辐射
保健品。李老伯感觉工作人员很热
情，热情得让他有所感动，但身上没
有带钱，便如实相告。结果，对方进一
步“ 热情”将他“ 送”回家取钱。最
终，在对方又许以种种“ 优惠”后，他
掏11520元购买了12盒“ 天羽”防辐
射保健品。

事后，李老伯向对方索要发票，
对方则以“ 寄出来了”等为由一次次
搪塞，而他服用保健品后，也没有感
觉到对方原来口头所说的种种“ 功
效”。然而，就在希望渐渐变成失望
时，他又接到了对方热情的“ 电话邀
请”，“ 邀请”他“ 免费”去吃一顿年
夜饭，“ 失望”中，老人似乎又看到了
希望。

消保委提醒警惕“ 免费”诱饵
上海市消保委介绍，近年来，社

会上一些不法之徒针对老年人设置
消费陷阱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在
保健品消费领域，一些不法商家利用
老年人希望健康长寿的心理和对保
健品的模糊认识，玩弄各种手法，让
老年消费者上当。今年1月到11月，已
受理保健食品投诉384件，保健用品
投诉120件。

上海市消保委分析发现，不法引
诱消费者上当的形式有很多：有的以

“ 免费”为诱饵，推销各类保健品，甚
至假冒伪劣商品；有的打着老年协会
的旗号，或假扮“ 名医”、“ 专家”坐
堂、咨询、义诊检测，欺骗老年消费
者；有的通过发放各类印刷品广告、
推销员的口头宣传，夸大保健品的功
效，把保健品说成灵丹妙药，诱使老
年人上当。面对以上种种形式伎俩，
老年消费者一定要保持警惕。

顾女士才购买两个月的高压锅在使用时“ 爆炸”并造成她多处烫伤及右脚跟腱断裂。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