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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本报1 1 月

21 日报道黎先生维修法恩莎马桶进

水阀遭遇“ 李鬼”一事后，法恩莎官方

上周六专程派人上门慰问并表示，将

免费给黎先生家马桶重装进水阀，接

下来将启动专项行动打击“ 李鬼”。

当天上午，法恩莎官方品牌部经

理李先生专程带队来到了黎先生家。

现场，李先生看过黎先生家2001 年

购买法恩莎马桶、台盆等产品原始凭

据后表示，黎先生属于公司老

用户，如果不是因黎先生购买

信息过早未输入公司电脑数

据库，会得到公司正常回访并

受赠马桶垫等公司原装产品。

对于黎先生的遭遇，李先

生深表同情，当场就赠送了洗

手液瓶等法恩莎原装产品。此

外，李先生一行除了查看被

“ 李鬼”更换过的进水阀外，还

对马桶其他部位进行了全面

“ 体检”。“ 体检”后，李先生表

示，公司将另派专人再次上门

服务，上门服务内容不但包括

准备免费更换官方原装进水

阀，还包括为“ 体检”中发现的

马桶螺丝、螺帽缺失情况进行

免费换修。

对于黎先生提供的《 售后服

务工作单》，李先生看后表示，虽然那

份《 售后服务工作单》看上去像真的，

但实际上并非法恩莎官方维修单。看着

《 售后服务工作单》上所列的上门费等

费用及有关说明，李先生明确表示与公

司操作规范相悖，因为公司官方维修

时，只收材料费，不收上门费。

李先生也透露，为防止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接下来，法恩莎官方将启

动专项“ 打假”行动打击“ 李鬼”。

一而再，再而三联系
仍没有维修人员上门

徐先生称，他于今年5月26日以

1 000多元在天猫商城“ 尊堡”旗舰店

购买了一个茶叶冷藏柜，虽然厂方说

“ 全国联保”，但使用几个月出现间

歇性不制冷症状后，他致电“ 尊堡”

售后报修时，却未能如愿。

“ 第一次报修后大约等了一个

星期，没有任何反馈；接下来，我第二

次联系，但过了三四天后，尊堡才告

知我说，由于我家位置太偏，师傅不

愿意上门维修，要我自己去找人维

修，费用由他们出。”徐先生没有同

意，他坚持要求对方派官方维修人员

上门维修。

“ 我家在彭浦新村附近，这也算

偏吗？”徐先生称，“ 尊堡”售后要求

他自己找人维修，怀疑对方没有专业

维修团队，维修人员可能就是从家电

维修店请过来的“ 临时工”。而事实

也如他所料，第二次联系“ 尊堡”官

方售后过了大约一星期，仍然没有任

何人联系他，“ 我再次联系‘ 尊堡’，

对方告诉我还是无人上门维修。

商家给出两种方案
消费者均不同意

徐先生告诉记者，在他如此一而

再再而三催促下，“ 尊堡” 只能提供

两个方案供他选择：其一、徐先生自

己找人修，费用由尊堡出；其二、徐先

生 自 己 找 物 流 公 司 将 冷 藏 柜 寄 回

“ 尊堡”位于佛山的厂家返修，快递

过程中的损坏、遗失风险，均由徐先

生负责和承担，快递费由“ 尊堡”方

面出，并在厂家修完后寄回。

徐先生称，他没有同意上述两个

方案，要求“ 尊堡”进一步提供新的

售后服务方案时，被告知，除了这两

个方案外，别无其他办法；在这样的

情况下，他又联系天猫商城，希望能

通过天猫协调，得到“ 尊堡”官方售

后服务人员上门维修，但是，他的希

望同样落空，“ 天猫客服说我的订单

时间太长，已经超过维权时间，天猫

不予处理，要我和商家自行联络协

商”。

国家三包明确规定
提倡上门提供服务

1 1 月20日，记者登录天猫商城

发现，“ 尊堡” 旗舰店仍有类似茶叶

冷藏柜“ 厂家直销”，“ 全国联保”醒

目标注下称，“ 维修网点覆盖全国大

中小城市，1 000多名售后工程师实力

保障”，“ 一流的售后服务团队”，

“ 严格按照国家三包法为客户提供

售后保修服务，整机保修一年，压缩

机保修三年，在保修期内全国范围内

（ 三级城市以内）免费提供上门维修

服务，更实行终身维修服务，免去您

的后顾之忧”。

不过，记者致电“ 尊堡”官方客

服热线时，接线人员杨小姐称，徐先

生家里所在地方不在其官方维修点

覆盖范围内，公司愿意承担维修费

用，但徐先生仍要自己找维修人员上

门维修。

国家三包规定明确，“ 在三包有

效期内，提倡销售者、修理者、生产者

上门提供三包服务”。记者指出“ 尊

堡” 让顾客自找维修人员上门维修

之做法不妥后，杨小姐表示将向领导

汇报后再作回复。记者于1 1 月20日

晚截稿时，尚未收到“ 尊堡”进一步

回复。

网购茶叶柜却得不到上门维修
“ 尊堡”官方售后称地方太偏，要消费者自己找人修

日前，市民徐先生向“ 老罗帮你忙”互动维权栏目投诉称，从天猫商
城购买的“ 尊堡”茶叶柜难得官方售后人员上门维修。

11月20日，记者现场采访时，“ 尊堡”官方售后仍称要徐先生自己找
人维修。这不但与“ 尊堡”在天猫网上宣传不符，也与国家三包规定所倡
导的上门维修不符。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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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日前，市民叶女士向“ 老

罗帮你忙”投诉称，她通过淘宝网仕

仕家具旗舰店购买一个隔断柜，遭遇

诸多不如意后，商家没有妥善处理。

1 1 月24日，记者采访发现，厂方有多

处“ 霸王”做法，但联系商家时，仍感

觉不出商家解决纠纷之诚意。而淘宝

方面，也没有给记者回复。

买家具遇诸多不如意
叶女士称，1 1 月5日在淘宝仕仕

家具旗舰店以1 900元订购一个长1 .8

米、高2.05米的隔断柜，被要求另付

1 20元运费才送货到家，而1 1 月8日

送货到家后，又被要求“ 垫付”从广

东至上海的1 30元运费。

但是，这些钱款付完后发现，柜

子与网上描述的不一样。网上说的是

亮光，送过来的是亚光，要求退货退

款时被商家拒绝，“ 要求淘宝介入解

决，结果淘宝也不作为，说4-6天给回

音，现在十几天了都没人理。”

“ 那1 20元从上海送到我家的运

费，我自己交给物流公司人员的，就

算了。没想到，从广东到上海的1 30元

运费，厂家原来说只要我先垫付一

下，后面就不退给我了。”叶女士认

为商家让她先“ 垫付”这1 30元运费，

有借此运费“ 逼”她接受其“ 霸王”

做法的嫌疑。

“ 仕仕家具”不愿善后
1 1月24日，记者到叶女士家采访

时，相应隔断柜还没有组装好，尽管房

子南北窗户都开着，但仍可闻到刺鼻甲

醛味道，而产品合格证、发票，叶女士多

番查找也没有找到。标有“ 杰翔家具”

的《 订货合同单》上则称，“ 订货后不

得退款退货，超过交货日期后十天不取

货者，定金不退”，“ 在运输过程中如有

损坏，厂方不负责任何责任”。

记者当即联系商家有关人士任

先生时，对方辩称，因在淘宝网上销

售，所以不开发票；叶女士如对产品

有疑问，应自行请第三方检测；而返

还叶女士所“ 垫付”的1 30元运费之

事，因叶女士向淘宝投诉后，相应货

款还冻结在淘宝支付宝里，需叶女士

向淘宝撤诉后，由淘宝将货款划至厂

方时扣除，因叶女士没有向淘宝撤

诉，就不好返还。

《 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

者提供耐用商品时，消费者自接受商

品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

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

责任。据此，商家应该提供证据证明

产品质量合格，而不应该由消费者请

第三方检测。

而《 订货合同单》上“ 订货后不

得退款退货”等条款，明显加大了商

家权利和消费者义务，依据《 消法》

规定，也有“ 霸王”条款之嫌。

法恩莎官方将免费重装进水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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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柜子不如意 商家未善后

徐先生称，所购的茶叶柜出现问题，但是商家不愿意上门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