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本报7月

31 日报道淘宝网上“ 道尔电器”销售

无3C认证电扇事情后，淘宝网致电记

者：“ 已经联系买卖双方协商作退一

赔一处理，卖家已先退55元，等买家

退 货 后 再 退 款 55 元 并 承 担 退 货 邮

费。”淘宝网同时表示，已通知“ 道尔

电器”对相关电扇作下架处理，并按

淘宝网规定对“ 道尔电器”作扣分处

理。记者登录淘宝网“ 道尔电器”，相

关电扇确实已经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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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2013年8月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陈臻 美术编辑 陆轶维权

13801898568老罗帮你忙
新浪微博：@青年消费投诉
栏目合作：市民信箱 mail.sh.cn

投诉反馈

青年报记者 俞韡岭

本报讯 张小姐近日向与本报合

作的市民信箱“ 市民热线”反映，今

年1 月中旬购买的一部联想手机在7

月中旬出现屏幕卡死故障。第一次送

修后，官方服务网点仅重装系统，修

完第二天，手机连开机都存在困难。

网点二次检测后称手机主板有霉点，

张小姐不认可“ 人为损坏”的结论，拒

绝承担350元换主板费用。联想方面对

此表示，人为损坏原本无法保修，且手

机维修时也可能存在隐性故障，但愿

作特殊处理，免去用户换板费用。

手机故障
第一次送修仅重装系统

今年1 月1 5日，张小姐在乐购锦

绣店花费599元购买了一部联想乐

Phone A288t G3手机给母亲使用。根

据张小姐的说法，手机买好的第二

天，她就买了个防水的手机套，并且

其母亲在约半年的使用过程中“ 无非

是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其他功能没

怎么用”。

这部手机在7月1 9日出现了屏幕

卡死的故障。张小姐致电联想客服，

被告知可以去闸北区长安大厦的官

方服务网点对手机进行检测。张小姐

于7月20日下午来到网点，等待约1 小

时检测后，网点称手机需要重装系

统。重装系统后当场试机，她发现手

机故障确实解除了。

维修完第二天，即7月21 日，故障

又出现，而且“ 变本加厉”地在开机

过程中就卡死。张小姐7月22日联系

网点时，被一位邵小姐告知“ 或许手

机本身出现问题，要再检测一下”。

二次检出主板有霉点
网点不予保修

“ 隔了一周后，7月27日我到网点

直接找邵小姐，她说把手机拿去给工

程师看一下，又等了差不多1 小时，他

们说手机主板有问题，” 张小姐说，

“ 我确实看到主板某个配件焊接处有

一个所谓的霉点，但当网点告诉我必

须出560元换主板时，我还是很吃

惊。”青年报记者从网点出具的凭证

上能看到，检测结论是“ 手机主板发

霉，不予保修”。

张小姐说，当她如实反映手机售

价也不过599元后，网点换主板的价

格“ 优惠”至350元，但她觉得网点

“ 手机主板进液是用户使用不当”的

结论不可信，没有接受。她首先对网

点在7月21 日未检测出主板有问题的

事实提出质疑，其次她觉得手机离开

视线范围后的检测诚信度不足信。

联想回应
愿作特殊处理免费换主板

7月31 日记者接到联想方面对接

此纠纷的周小姐电话，她建议张小姐

再次联系当事或其他网点，对手机做

进一步检测，“ 厂家可以再协调跟进

处理，但用户不是很配合。”据周小姐

所言，联想服务网点的工程师均经过

厂家培训，目前以站点检测结果为

主，如果张小姐不认可，她可提供其

他网点信息给她。

8月1 日，联想负责投诉监控的池

小姐更新了厂家对此事的处理进展。

她说：“ 虽然站点没给用户手机拍照

存档，总部看不到手机的情况，但我

也跟用户沟通了一下，用户会将手机

送到站点，厂家做特殊处理。”据悉，

联想同意为手机免费换主板，张小姐

已将手机送至网点。

此外池小姐也对张小姐的各个

质疑进行回复。“ 站点发现用户手机

主板发霉时，正常流程是清洗，但因

为这个手机情况挺严重，有好几块腐

蚀，所以要换主板。因为主板是手机

主要零部件，更换的话价格也会贵一

些，”池小姐说，“ 站点工程师如果判定

主板是人为损坏导致，故障件会返到

厂家，如果厂家检测结果发现和工程

师判定有出入，对站点会严肃处理。”

至于服务网点第一次检测未发

现主板问题的疑问，池小姐告诉记

者，很多用户在维修时不希望手机被

拆，张小姐第一次维修时，网点并未

拆机，但是，手机等电子产品在未经

拆机的前提下检测，一些隐性故障或

许不会立即被网点检查出来。

联想手机主板发霉 网点拒保修
是否人为损坏存争议 厂家现同意特殊处理免费换主板

市民 陆先生 投诉：6月29日我

在浏览网站时，突然跳出来一个低价

售卖i phone手机的页面，公司名称叫

“ 派科数码折扣商城”，网址是“ www.

pai ke.net .1 1 481 4.com”，联系电话

为400-650-0625。当时在这个网站上

我发现32G的白色i phone 4S手机只

要1 090元，于是我拨打400电话订购。

7月1 日收到快递后，快递员没有

让我开箱验货，也没让我签收就走

了。随后我发现手机很多功能都无法

使用。随后我再查看快递单，寄件人

信息只有一个叫“ 屈阳”的，也没有

这个公司的地址。

7月2日我再打400电话要求退货

时，对方同意了，说5个工作日左右会

派人上门取货并退给我款项，随后这

个网站就再也无法打开了，400电话

也再也打不通了。

记者 俞韡岭 反馈：接到陆先生

向与本报合作的市民信箱“ 市民热

线”反映后，青年报记者从他提供的

快递单号能获悉，这家“ 派科数码折

扣商城”的发货地并非深圳而是河南

商丘。随后青年报记者多次拨打该400

电话和曾经联系陆先生确认收货地址

的一个广东深圳手机号，均无法接通。

这个网站也已经被某浏览器定义为

“ 虚假的购物网站”。

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的徐游律师

表示，该商家行为已涉嫌欺诈，陆先生

现在能做的，就是保留证据并向公安

机关报案。

回音壁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人在上海，从没有去过

西安，其在糯米网上的账户上却已购

买了一在游泳券在西安消费。这样的

事情就发生在本市市民杨女士身上。

7月30日，青年报“ 老罗帮你忙”互动

维权热线记者联系糯米网后，对方至

记者截稿时仍未作任何回复。

杨女士说，她在糯米网上有一个

团购账户，多次在该网上购买团购券

消费。最近登录时发现，账户上出现

了一笔购买西安游泳消费券的记录。

“ 我从没有去过西安，也没有去西安

的准备，怎么会买西安的游泳消费

券？”杨女士说，这张游泳券为1 6.8

元，虽然金额不高，但事态严重，她感

觉莫名其妙后即联系糯米网客服，对

方说网站客户账户被盗，她的账户可

能也被盗用，可以将相应钱款退还至

她账户名下，但需她提供身份证正反

面的复印件。

“ 既然是网站账户被盗，应该是

网站自己没有管理好，责任在网站，

退钱时怎么还要我们客户提供身份

证正反面复印件？如果他们把我身份

证复印件乱用，造成的后果又由谁来

承担？糯米网已让我账户被盗用，使

我产生了不信任感，我还能向他们提

供身份证复印件吗？”对糯米网客服

所提要求，杨女士难以接受。

7月30日，记者联系糯米网客服，

工号641 8客服工作人员称将向领导

汇报后再给记者回复，但是，记者至7

月31 日晚上截稿时还没有收到对方

任何回复。

团购账户被盗 上海人“ 买”到西安游泳券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本报7月

31 报道行女士与太平洋房产中介有

关佣金纠纷后，行女士告诉记者，本

报报道后，她与上家魏先生再次前往

太平洋房产中介总部，对方兑现了当

初承诺，立即协助双方顺利办理了过

户手续；之后，她再次前往太平洋房

产总部时，对方将原来争议《 佣金确

认书》作废。

iPhone仅1000多元？
原是虚假购物网站

争议佣金条作废
房产成功过户

道尔电器退一赔一
无认证电扇已下架

张小姐称，手机在使用过程中一直使用防水手机套，不认可“ 手机主板进液是用户使用不当”的说法。 受访者供图

站点工程师
如果判定主板是
人为损 坏 导 致 ，
故障件会返到厂
家，如果厂家检
测结果发现和工
程 师 判 定 有 出
入，对站点会严
肃处理。”

———联想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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