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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自称做了一件让他非常
后悔的事———2011年2月26日，与宝
山东明家具广场内的“ 维拉帕克宝
山专卖店”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记
者了解到何先生为销售合同中的7
样产品总共支付了16700元（ 其中
1400元是抵用券），而何先生等到
2011年7月份也只等到了2样产品，
不见合同中剩余的4样总计万余元
的家具的影子。而这一等，就等到今
年3月也没有结果。

何先生告诉记者，2011年7月后
随着送货日期不断往后推，他被当

时合同中的委托代理人章先生告知
“ 红橡木原材料涨价，得过一两个月

才能送货”。而当时间到了2012年5
月13日时，章先生表示剩余4样产品
中的组合书柜左柜、右柜“ 实在无
货”，便与何先生协商签订了一份

“ 维拉帕克合同更改单明细表”，将
这两款产品用5件其他产品等价替
换，并再度白纸黑字地约定“ 2012年
5月底之前送货”。

但何先生没想到章先生再次食
言，于是愤怒的他于去年8月底起诉
上海帝逸家俱制造有限公司，但效

果仍不佳，“ 那家公司就第一次开庭
时来了个人，第二次开庭时人就不
来了”。起诉期间何先生还曾找到东
明家具广场要求协调，后者则表示
维拉帕克宝山专卖店已撤柜，“ 要协
调得先撤诉了再说”，于是他于去年
年底撤诉。

不过何先生3月1日去宝山东明
家具广场协商时，被告知“ 要去核实
情况，（ 反馈）等到3月15日吧”。何
先生告诉记者，当初买家具是为了
装 修 婚 房 ， 如 今 的 要 求 只 有 一
个———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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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接到伦特
微国际体重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伦
特微”)五角场店即将关门消息后，消
费者孟女士与孙女士都提出了退费
要求，但退费时，原来所领赠品应该
计算价格并给予扣除。律师指出伦特
微如此做法不妥，伦特微总部法务部
人员也称如此退费不合理不合法。昨
日，伦特微已按消费者要求给予退
款，消费者非常满意。

买减肥疗程获赠品
孙女士称，她于2011年4月15日

开始在这家伦特微店消费，以9000
“ 优惠价” 购买10个减肥疗程后，又

于同年4月20日，以这家伦特微许以
赠送5盒FDF产品后，以9530元的“ 优
惠价”，购买了该店“ 水肿护型”产
品，共计十个疗程；2012年3月9日，她
再次听信伦特微工作人员推荐，购买
了640元的产品；此外，还购买了一份
2000来元的产品。

孟女士则称，她于2011年4月16日
开始在这家伦特微店消费，以9000元
的“ 优惠价”购买了标称原价19300元
的“ 量身定制课程”，共计10个疗程；
一周后的4月20日与23日，她又听信伦
特微工作人员推荐，再次以9000元的

“ 优惠价”购买了伦特微“ 水肿加仪
课程”产品，疗程同样为10个；2011年
5月27日，她又花7800元的“ 优惠价”
购买了伦特微10次排毒产品。

同陈女士一样，孟女士购买这些
产品时，也得到了伦特微的FDF赠
品，并按伦特微的要求，将赠品带回
家。

退费被要求计算赠品价格
出乎她们意料的是，今年2月底，

她们都接到了来自伦特微五角场店
的电话，电话中，伦特微五角场店称，
该店即将于本月底关门，希望能尽快
将没有消费完的产品消费完，关店
后，消费者要么选择退款，要么转到
伦特微位于浦东某处的分店继续消
费。“ 我们都住在杨浦区，上班、居住
都离伦特微五角场店比较近，所以才
到伦特微五角场店减肥。”接到电话
后，她们均提出了退费要求。

是时，孙女士所得赠品全部用
完，所购产品中，只有2011年4月15日
的产品全部做完，2011年4月20日所

购9530元产品还只消费一半，2012年
3月9日所购产品则还没有开始消费。
而那份2000来元的产品，虽计算不出
具体消费了多少，但肯定没有消费
完。她由此计算的退费，除了那2000
元的外，也应该有5405元（ 9530!
2+640）。

同样，孟女士所得赠品也全部用
完，所购产品，也只有2011年4月16日
的全部用完，2011年4月20日与23日
购买的9000元共计10个疗程的产品，
还剩下6个疗程，2011年5月27日购买
的7800元共计10次排毒的产品，还剩
余5次，她计算至少还可以退还9300
元（ 9000! 10" 6+7800! 10" 5）。

但是，她们与伦特微协商退款
时，对方提出说，原来的赠品FDF，每
瓶520元，由于她们都已用完，都应该
按这个价格计价，如此算下来，孙女
士只能退到200多元，孟女士虽能多
退一点，但也只有2000多元，离她的
目标差六七千元。

商家终按消费者要求退款
3月8日，记者前往伦特微总部实地

采访时，公司法务部有关工作人员张先
生称，尚不知道两位女士所映情况，但
对于退费时将原来赠品也算价格的做
法，张先生认为“ 不合理也不合法”，他
表示将在调查后给记者回复。

记者注意到，《 伦特微合同书》
“ 违约责任” 一条中有这么一款：
“ 乙方（ 伦特微，记者注）关闭、转

让、合并、搬迁的，应于30日前告知甲
方（ 消费者，记者注），并做好配套余
额的善后处理。”

上海海朋律师事务所徐亦律师
认为，如果顾客所购产品还没有消费
完，商家就关店，就构成了违约行为，
违约后应该按双方合同规定给顾客
退费，由于是商家违约在先，退费时
不应该再计算赠品价格；不过，如果
是顾客违约在先，退费时，商家有权
要求计算原来所赠产品的价格。从两
位消费者反映的情况来看，伦特微违
约在先，退费时不应该再对原来所赠
产品计算价格。

3月11日，记者了解到，伦特微总
部调查后，已按消费者投诉要求进行
解决，退给孙女士6110元，孟女士9588
元。两位消费者称，善后处理中，伦特
微方面态度友善，她们非常满意。

价值万余元家具订购近两年还不送货
经销商制造商各执一词 家具市场称愿“ 四方协商”

》维权现场

德恒律师事务所盛先磊律师认
为，如果销售合同中帝逸家俱的合同
专用章是真实的，在此前提下不论帝

逸家具与章先生之间有任何变节，帝
逸家俱必须承担法律后果，且消费者
不仅可以要求家具公司退款，而且可

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约定，“ 你说的
诸如红橡木原材料上涨、代销公司不
常做这些产品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如公章为真“ 帝逸家俱”须负责

何先生向本报投诉平台（ @青年消费投诉）反映，前年在宝山东明家具广场维拉帕克专卖店订购的
家具，至今仍有万余元家具未送货。近两年来何先生为此事起诉过，也撤诉过，但至今未能得到解决。记者
采访时经办人称钱款早已交给上海帝逸家俱制造有限公司，但后者一度称和此纠纷无关。东明家具广场
市场部称本月底会进行一次四方协商，对此何先生也只能无奈等待。 本报记者 俞韡岭

销售合同经办人：
钱给了家具厂 一个人管不了

3月4日记者电话联系了销售合
同的经办人章先生，被告知其在外
地。在电话中章先生称会去处理何
先生的退款诉求，但不能是他一个
人管，因为合同中的钱款都给帝逸
家俱制造有限公司了。

“（ 维拉帕克宝山专卖店）是我
和我的同学与帝逸合作开的，我和
我同学有49%的股份，帝逸是51%。
那时何先生订的是外销产品，就是
我们国内的代公司给外销商做的，
由于不经常做所以缺货，对方也不
太愿意等了，所以要退款”，章先生
说，“ 不过这家店去年8月份撤掉了，
我本身是没有财务权的，钱都给帝
逸了。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和我
同学也亏了很多钱，没有能力拿出
一万多元。”

值得注意的是，销售合同与合
同更改单中的合同专用章不一样，

前者盖的是“ 上海帝逸家俱制造有
限公司”，后者盖的是“ 上海帝宜实
业有限公司”。对此章先生说是帝
逸家俱以他同学的名义注册的：“ 当
时帝逸说要开一家什么连锁店，他
们自己没法注册新公司，就以我同
学的名义，所以你看到法人代表的
名字是我同学。”

帝逸家俱：
先称“ 不管”又说“ 可以协商”

“ 这件事情和我们公司是没有
关系的。所有的合同都应该是帝宜实
业的章，因此销售合同上的章是章先
生从我们这里拿走的。谁签的合同就
应该找谁，所有要找章先生，我肯定
是不处理的，我们只承认内部管理出
现了漏洞。”对于何先生的纠纷，帝
逸家俱制造有限公司相关人士陈女
士说。此外陈女士直指章先生的“ 股
份一说”不实：“ 他是瞎说，我们公司
没有一点股份在（ 专卖店）里面。”

不过随后陈女士在电话中又表

示，如果何先生找到章先生一起来她
们公司协商，还是可以作处理，“ 既然
敲了章了，公司的失误必须承担。”

东明家具广场：
愿意帮忙协调 处理有难度

对于何先生的家具纠纷，宝山
东明家具广场市场部曹主任说何先
生恐得等到3月底才能给他结果。

“ 虽然我们与这家专卖店是租赁关
系，但既然出事了肯定要去干预，不
过你也知道章先生去东北出差了，
要月底回来，所以这件事我们家具
广场可以帮忙协商，但要有一定过
程，急是急不出的。”曹主任说。

记者了解到，解决纠纷的关键
就在于章先生是否有证据证明当初
何先生的这笔钱给到了帝逸家俱，
因此曹主任也已通知章先生找出当
时交易钱款的证据，以便索要。但曹
主任又表示，因何先生购买家具之
时并未与东明家具广场签署订单，
所以“ 处理起来麻烦一些”。

》各方说法

万余元的家具买了两年还不送》事件回放

伦特微五角场店将关门
会员退款竟需计算赠品价值
经协调 商家终按消费者要求退款

价值2万元的家具至今不送货，何先生空有一纸合同。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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