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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日前，周
先生向本报“ 老罗帮你忙”互动维
权热线投诉称，海博出租车司机有
意多收他 43 元车资。12 月 19 日，海
博方面回复记者称，虽暂无证据证
明“ 的哥”是否真的多收车资，但愿
意相信乘客，将对其“ 退一奖二”，
并依公司有关规定对涉事“ 的哥”
进行处理。12 月 20 日，周先生回复
记者，已得到“ 退一奖二”的奖励。

乘出租刷卡 43 元
又再付现金43元

周先生说，12月4日上午10 !
44，他从瑞金医院出来后乘坐一辆
海博出租车，于11! 02到达目的地
浦东三林。付车资时，他拿出了交通
卡刷了一次，但司机说没有刷好，当
他准备再刷一次时，司机要求他付
现金，听从司机建议，周先生付了43
元现金。

周先生说他当时没有怀疑，拿
完司机递过来的发票就走了。出乎
意料的是，12月5日上午，他在使用
公交卡时发现卡内余额不对。因为
乘坐出租车以后再没有使用过那张
交通卡，他索性拿当初那张出租车发
票进行比对。他发现，出租车发票上
有他的交通卡信息并显示拉卡成功。

“ 既然拉卡成功，怎么还要收我43
元，这不是重复收费吗？”周先生说，
他当即拨打了出租车发票上所留投
诉电话，对车号为970—70873230，司
机证号为323692的海博出租车司机
进行投诉。但投诉后，对方回复说，通
过查询GPS系统，没有查到他所反映
的出租车从瑞金医院到浦东三林的
行驶纪录，周先生表示不满。

相信乘客投诉
将对其“ 退一奖二”

记者将有关情况反映给上海海

博出租车公司后，12月19日海博出
租车公司有关工作人员黄先生回复
记者，周先生曾于12月5日9! 39向
海博投诉，当时他说事发于12月5
日，在受理投诉后，就通过GPS系统
调 看 那 辆 出 租 车 于 12 月 5 日 上 午
10! 44至11! 02的行驶记录，而非12
月4日同时间段的记录，才没有看到
相关记录。

黄先生说，在了解本报记者反
映的情况后，公司高度重视，查询
GPS系统后发现周先生所反映出租
车 确 实 于 12 月 4 日 上 午 10 ! 44 至
11! 02从瑞金医院驶至浦东三林，
也确实刷了周先生所说的公交卡43
元。公司马上询问当事司机，司机表
示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

黄先生明确表示，尽管现在还
没有查到司机重复收43元车资的证
据，但作为一个品牌出租车公司，作
为反映城市文明形象的一个窗口，

公司会为乘客的利益着想，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会尽可能给乘客
满意的答复。

黄先生告诉记者，公司已决定，
根据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的有关规定，将对周先生“ 退一奖
二”，“ 退一”，即按他所说将“ 的
哥”原来多收的43元退还，“ 奖二”，
就是周先生作为一个乘客，也是举
报者，将对他的举报进行奖励，奖励
金额为多收金额的2倍，即86元。

黄先生还表示，“ 退一奖二”费
用将由当事司机支付。公司对每个

“ 的哥”都建立了诚信档案，公司将
把周先生的这次投诉，记录到当事
司机诚信档案中。

回复记者后，海博方面立即联
系周先生，由于周先生手机关机，12
月19日一直没有联系上。12月20日
上午，周先生告诉记者，已得到“ 退
一奖二”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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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兴手机起冲突
送修人肋骨骨折

市民 朱小姐 投诉：“ 双十一”
期间我在网上订购了两部型号为
U950的中兴手机，一部自己用，一部
朋友用。两部手机在12月上旬均出现
问题，我的手机听筒出现了无声的故
障，必须使用扬声器才能听到声音，
我朋友的手机则无法开机。我就前往
长宁路165号3楼的中兴通讯官方维
修中心修理。

12月16日下午我和母亲到维修
中心咨询，被告知我使用的手机不能
修，称是“ 人为造成主板受潮发霉”。
当时我母亲可能有点急，店主的妻子
还用脚蹬了我母亲一下。之后我报警，
经验伤后得出我母亲肋骨骨折。

记者 俞韡岭 反馈：接到朱小姐
向与本报合作的新浪上海维权频道

（ @上海维权投诉）反映后，记者于
12月20日下午联系到维修中心———
上海万财贸易有限公司顾经理了解
当天情况。顾经理说，朱小姐反映的
手机故障“ 基本属实”，但在肢体冲
突的描述上“ 有些许出入”。“ 当时
双方僵持不下，超过了我们18时的下
班时间。店主妻子上去拉了朱小姐母
亲一下跟她说‘ 我们下班了，有事明
天再说’，朱小姐母亲用包甩了一
下，店主的妻子下意识抬起脚碰到了
她，也不巧，出现受伤。”

记者从朱小姐处了解到，当天报
警后，维修中心工作人员态度“ 转变
了很多”，“ 该店店长帮我母亲垫付
了医药费，并承诺今后一个月承担所
有医药费”。而此说法也得到了顾经
理的肯定。

至于两款手机故障，记者采访朱
小姐得知她朋友那部手机已维修完
毕，于12月18日送到其手中，她自己使
用的手机则被作了退货、退款处理。

收件人未签收快递
跟踪信息却“ 已签收”

市民 侯小姐 投诉：12月17日我在
单位通过天天快递寄一份公司文件给
别人，地址是奉贤区。12月19日，收件人
告诉我没收到。我随后查询快件跟踪信
息，发现快递于12月18日下午就处于

“ 已签收”状态。12月19日当天我致电
天天快递奉贤一部的快递员陈先生，他
告诉我送到了收件人楼下的小邮局，但
收件人前去寻找却未能找到。

记者 俞韡岭 反馈：侯小姐向与
本报合作的新浪上海维权频道（ @
上海维权投诉）后，记者就天天快递
派件员的送件流程于12月21日咨询
天天快递仲裁部门赵先生，赵先生表
示会先将此事转交给相关部门，再由
专员给予答复。12月22日，天天快递
工号8004的客服表示，派件员并非将
快件放在侯小姐说的小邮局，而是收
件人所在公司的传达室。该客服说，

“ 昨天派件员特地到那里去找到了
那单快件。我们告知收件人后，对方
表示会在工作日去领取。”

此外该客服表示，“ 如果寄件人
所填是家庭地址，快件定会送到收件
人手里；若是公司地址，一般会交由
公司传达室或前台。”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张先生
定购万余元骏牌地板，原来约定未
拆箱的整箱地板可以原价退换，后
来他不想买了，在厂家也没有送的
情况下，厂方同意退款，但催要20天
也没有要回。11月18日，本报“ 老罗
帮你忙” 互动维权热线记者接栏目
合作方市民信箱转来的投诉进行采
访后，骏牌厂方多个部门仍“ 踢皮
球”，最终经齐家网介入，骏牌地板
上海代理商承诺一周内将钱先行垫
付给张先生。截至发稿前，张先生已
收到退款。

符合退款条件
申请退款却屡受挫

张先生说，今年8月19日，他在
齐家网组织下，前往上海华泾地板
厂，与该厂签约购买10900元圆盘豆
实木地板。那时，由于新房装修日期
不定，就没有指定送货时间。但签约
单上写明：多余整箱地板，请勿拆
箱，维持原样方可原价退换。

今年11月底新房装修，装修师
傅建议他铺复合地板，他就决定不
买实木地板，并将此决定立即致电
上海华泾地板厂，征得对方同意。

“ 因为不想买了，厂家也没有送
货，应该符合签约单上的退货条
件。”张先生告诉记者，11月30日，他
致电上海华泾地板厂销售部，首次提
出退款要求，对方也同意了，但要他
去找财务部。他去找财务部时，财务
部又要他找销售部。他回头再找销售
部，又被告知要找谢（ 音）先生。

“ 对方说可以退并马上处理，但
是一次次‘ 马上处理’后，我还是没
能收到退款，后来我就直接说‘ 你做
事干脆点，不要再这样一直忽悠我
了’，没想到，这句话刚说完，‘ 再
见’还没有说，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之后再联系他，他就不接电话了。”
张先生说，被对方拒绝后，他曾向齐
家网投诉，网站说无权处理他的投
诉，“ 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张
先生无奈表示。

骏牌厂家各部门推诿
代理商垫付赔款

12月18日，记者联系上海华泾
地板厂市场销售部。“ 维修才找我
们。”工作人员邵（ 音）女士要记者
联系售后投诉部门。但记者致电后，
工作人员李小姐却说：“ 哪里收钱哪
里退，市场部收的钱，就找市场部
要。”

记者再联系厂方市场部，对方
则说张先生所反映问题已移交财务
部，要找财务部。记者再联系该厂财
务部，但一直无人接听。后来，记者
再拨打上海华泾地板厂有关负责人
谢（ 音）先生手机，要么无人接，要
么响一下就被按掉，记者将采访要
求发短信过去，仍然没有回音。

采访上海华泾地板厂无果，记
者尝试联系齐家网，工作人员芦小
姐告诉记者，齐家网并没有收到张
先生投诉记录，也没有张先生到上
海华泾地板厂定购地板的记录，可

初步认为张先生不是在齐家网组织
下前往上海华泾地板厂购买地板。
因为公司规定，齐家网组织网友前
往建材商家采购时，会将齐家网作
为第二责任者，制定统一订单，每一
份订单要求一式三份，除了自己留
档外，其余两份分别给建材商家和
顾客。

记者再联系张先生，他说是看
了上海华泾地板厂发布在齐家网上
的广告，并在齐家网办公地前与其
他网友一起乘车前往上海华泾地板
厂的，才以为那次采购是齐家网统
一组织的。

尽管如此，芦小姐还是表示愿
尽最大努力让张先生满意。不久，记
者接到骏牌地板上海总代理有关负
责人李女士电话，她介绍，张先生参
加的那次采购，是由骏牌方面组织，
张先生所遇情况可以退款，将把所
有款项于一周内先行垫付给张先
生。截至发稿，记者获悉，张先生已
收到所有款项。

按约退定骏牌地板 万元货款迟迟要不回
厂方各部门相互推诿 代理商先行垫付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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