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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迪 近日，市民
郭先生向与本报合作的市民信箱市
民热线反映称，在威尔士大华店办理
健身卡前，明明被告知有四泳道的阳
光游泳池，结果在付完全款4988元后
竟得知，该店根本没有游泳池设施。
之后，郭先生多次与威尔士大华店交
涉要求退款，但却遭到对方拒绝，要
么走威尔士公司流程交纳30%的退
款手续费，要么由店方替郭先生转让
健身卡，但必须交800元转让费用。面
对威尔士方面提出的选择条件，郭先
生表示一个都不能接受，必须全额退
款。最后，记者联系到了威尔士公关
负责人张小姐，经协商后，威尔士方
面同意全额退款。

读者投诉：威尔士隐瞒无泳池事实
5月11日，郭先生前往威尔士健

身会所大华店预售点咨询办理健身
卡。“ 当时，一位马姓销售员说两年
的价格为4988元，我觉得有点贵，后
来他们又说健身包括游泳，且他们这
里有四泳道的阳光游泳池。”郭先生
告诉记者，当他听说健身包含游泳时
有些心动，但考虑到近期内他有可能
会搬家，在这里办卡似乎有些不方
便，所以郭先生又询问了转店是否需
要手续费的问题。“ 开始，马姓销售
员说只要有正当理由就可以直接转
店，可之后销售经理又说转店需要付
800元转店费。”有些犹豫的郭先生
还在考虑是否要办卡时，店方又做出
了让步，表示4988元的价格由之前的
2年延长至4年。

考虑再三后，当天郭先生就付了
全款4988元办理了4年的健身卡。尽
管郭先生付的是全款，但当天他签的
却是定金合同，“ 他们说正式合同还
没有下来，让我过段时间再来签。”5
月17日，郭先生准备去威尔士大华店
签订正式合同，但在查看合同内容
时，他却意外发现就转让健身卡方
面，合同上说明的非常模糊。“ 那么，
我肯定是不同意签字的，再加上后来
我又知道威尔士大华店根本没有游
泳池，我顿时就觉得上当受骗了。”
郭先生有些气愤地说道。

之后的一个礼拜，郭先生不断与
威尔士大华店交涉，要求全额退款，但
对方却几番拒绝。“ 马姓销售员解释
说，退款需要上报到总公司，到时候会
有处理结果。”过了几天后，郭先生得
知威尔士方面同意退款，但他却又被
告知退款要有条件，“ 要么走威尔士公
司流程交纳30%的退款手续费，要么由
店方替郭先生转让健身卡，但必须交
800元转让费用。”郭先生认为威尔士
的做法很不合理，作为消费者，明显有
被欺骗之感。

威尔士回应：
销售员有责任 同意全额退款

记者随后联系到了威尔士公关
负责人张小姐，对方在了解情况后表
示，“ 店员在介绍健身卡内容时，没
有讲解清楚才导致了随后误会的产
生，那么，在与郭先生沟通后，双方已
经达成协议，威尔士方面同意全额退
款，也希望郭先生能够谅解。”

威尔士大华店隐瞒无泳池事实
商家回应：销售员有责任 同意全额退款

双方交流中，慕百霖工作人员
责怪傅小姐：在警方到达慕百霖前，

“ 果粉”应该拨打苹果400售后服务
电话，让工作人员对其失窃情况作
备案记录，并将失窃手机序列号传
到苹果维修系统。慕百霖工作人员
指着电脑上的苹果维修系统说，如
果苹果400售后部门将被窃手机序
列号发至维修系统，他们受理相应
序列号手机的维修业务时，就会把

手机锁定。傅小姐则称，在手机被窃
后第一时间，她除了报警外，也拨打
了苹果400售后电话，对工作人员提
出了对被窃手机作备案记录的要
求，但对方称不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慕百霖工作人员听到此继续责
怪傅小姐：苹果400售后服务热线可
以对被窃手机进行备案并将被窃手
机序列号传至苹果维修系统，一次
不行，应该多打几次，多打几次后，

苹果400售后工作人员就会这样备
案了。有意思的是，记者以被窃苹
果手机机主身份拨打这个苹果400
售后服务电话时，无论怎么说，有
关接线工作人员周小姐仍是坚称不
能对被窃手机作备案登记，记者一
再请求对方作备案登记后，对方则
称这个电话只提供技术方面的服
务，没有对被窃手机作备案的服务
内容。

失窃的iPhone4s在慕百霖仍被修好取走
内部维修系统与机主查询系统的信息不一致
工作人员直言有时维修三包凭证和发票都不看

市民李先生 投诉：今年年初，
我还在天猫商城用天猫积分抵扣现
金充值手机话费，付款时是100个积
分抵扣1元现金。而近段时间，当我
再次在天猫商城用积分抵扣手机话
费充值时，却发现用“ 天猫积分抵扣
现金充值手机话费” 的项目框没有
了。之后，我曾打电话询问过天猫商
城客服，对方称系统在调试中，希望

以后再关注，可是至今也没有任何
结果。

记者 朱迪 反馈：接到李先生向
与本报合作的市民信箱市民热线反
映的情况后，记者联系到了天猫400
客服热线，工作人员云粒表示，虚拟
类目系统正在升级中，暂不支持积分
抵扣，至于具体开放时间还没有确
定，希望消费者能关注网上说明。

》维权现场

》投诉反馈

天猫商城积分抵扣手机话费暂停
何时开放没确定

继前不久苹果售后服务被专家质疑承诺形同虚设后，近日，苹果售后服务再遭投诉：傅小
姐iPhone4s苹果手机失窃不到两小时就报警，在警方到达苹果官方维修点上海慕百霖通信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慕百霖”）前，她的手机还是在这个维修点被换机了。记者此次调查时，苹
果售后服务又被顾客质疑为说一套做一套。 本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于6月6日对此报道（ 详见
《 前有承诺 据公安信息可锁定被盗

手机 又有投诉 两iPhone挂失后仍
被刷换机》） 后，本报“ 老罗帮你
忙” 互动维权热线又接到了本市

“ 果粉”傅小姐的投诉：苹果手机被
窃后又进入了苹果售后服务商慕百
霖那里。

傅小姐说，那台苹果手机为i-
Phone4s，是她于去年9月9日以4799
元在宏图三包商场购买的。今年5月
25日早晨7点左右，可能因同住一套
房内的朋友起床后忘记关门，家中失

窃，iPhone4s不翼而飞。当天早上8：
41，她就向松江公安局泗泾派出所报
警，之后，她通过苹果查询系统查询
发现，手机于6月10日被送至慕百霖
维修，她马上联系警方前往慕百霖锁
定手机，却因故未能成行。接下来，她
又查询到，她那台被窃手机于6月13
日在慕百霖完成维修，但再次因故未
能与警方一起前往慕百霖。

至6月18日，她又一次查询发
现，她那台苹果手机处已于“ 修好待
取”状态。6月19日，她终于与泗泾派
出所民警来到慕百霖。然而，慕百霖

给他们的回复却是，手机于6月13日
修好后就被取走了。“ 既然修好那天
就被取走了，为什么到了6月18日，
查 询 系 统 上 还 是 显 示‘ 修 好 待
取’？”傅小姐不满慕百霖方面的解
释，但慕百霖展示的苹果内部维修
系统显示却真是如此。“ 为什么你们
的维修系统上显示已被取走，苹果
给我们‘ 果粉’查询的系统上却显
示‘ 修好待取’？”傅小姐继续追问，
慕百霖有关工作人员则头一摇手一
摆：我们的系统是这样，就是这样，
其他的不管。

被窃手机在慕百霖仍能完成维修

苹果售后不提供被窃手机备案登记服务

苹果售后服务再次被顾客质疑为说一套做一套。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俞霞 制图

调查中，慕百霖工作人员称受
理傅小姐被窃手机维修业务时，送修
人员说的报修理由是手机耳机音量
小，工作人员受理该维修业务前查看
了对方提供的苹果三包凭证。“ 三包
凭证在我这里，别人怎么会有？”傅
小姐说着拿出了三包凭证，上面贴着
手机的IMEI串号和序列号条形码，

“ 一个苹果手机对应的三包凭证应
该只有一个，我的三包凭证一直没有
丢，别人怎么会有？”傅小姐进一步
质疑时，慕百霖工作人员则说送修
人员提供的可能是假的，并称IMEI
串号和序列号条形码均可造假。

“ 那 你 们 不 看 发 票 就 进 行 维
修？”傅小姐进一步反问。慕百霖工
作人员则称，受理维修业务前只看
三包凭证或者购机发票，有时甚至
两者都不看。他们解释说，之所以这
样，是因为有的送修人员没有保管
好，如果不受理他们的维修业务，送
修人员就会“ 拍台子”。而慕百霖受
理维修业务处张贴着《 iPhone4s服务
须知》，该《 服务须知》明确：“ 根据
国家三包规定，修理、换货、退货应
当凭发票和三包凭证办理，如果不
能提供，我们会登记送修者的真实
身份信息作为备案，并且按照主机

机身号（ IMEI串号）显示的出厂日
期推算提供免费维修。”

傅小姐说，姑且不说苹果400售
后服务不提供失窃手机备案服务，
单说维修方面，如果慕百霖真的严
格按《 服务须知》操作，送修失窃手
机的人也不会有那么大胆；即使有
胆量前来送修，其真实身份信息也
会被记录下来；即使维修后将新换
手机拿走，也便于警方进一步追查。
傅小姐认为，慕百霖没有严格按《 服
务须知》 操作，有说一套做一套之
嫌，如此做法也给了不法分子将被
窃手机“ 漂白”的可乘之机。

慕百霖维修有时连三包凭证和发票都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