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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联系电话竟羞于见人
山寨“小鸭”洗衣服时突然爆裂，损毁衣物商家说不赔
本报通讯员 陈伟 本报记者 秦雪丽 苗华茂 实习生 白利倩

3M宽带测速不到1M
经工商调解，宽带公司登门检修解决问题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林玉石 孙丹丹 记者
秦雪丽) 市民王先生开

了一家网店，近日在某宽带
公司办理了3M宽带业务，
可装好后网速非常慢，经常
影响网上交易。经专业软件
测试，发现宽带网速只有
0 . 5-0 . 8M。经工商部门调
解，宽带公司为王先生家进
行了检修。

家住牟平区的王先生
是一家个体淘宝网店的业
主，平时业务量非常大，经
常要一天20个小时在线。去
年搬了新房后，王先生在附
近的一家宽带公司办理了
宽带业务，公司称可享受
3M上网速度。

但用了一段时间后，王
先生发现速度非常慢，有时
一个小时才能传几张图片，
业务忙时甚至连对话窗口都
打不开。由于经常因延误回
复而流失客户，他的销售受
到影响。

王先生重装系统后依
然没有改善，后来采用专业
测速软件测速后发现，宽带
速度竟然只有0 . 5-0 . 8M。于

是，王先生联系宽带公司希
望尽快检修，但该公司迟迟
没有给出答复。

接到投诉后，牟平工商
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前往
该宽带公司，联系到相关负
责人询问此事。该负责人解
释说，最近业务量太多，可
能拖延了一些客户提出的
维护问题，并同意立即安排
工作人员前往投诉方家中
处理解决。

随后，该公司技术人员
和工商部门的执法人员一
同来到王先生家中，经过检
查线路及屋外管线情况，发
现是该用户家中线路接触
不好造成的上网速度慢。经
维护整理后，网速到达了
3M的带宽。

工商部门提示消费
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
务时，遇到问题或故障应
及时联系相关售后部门
解决，对于经营者不履行
或延迟履行售后服务职
责的，可以及时向工商机
关1 2 3 1 5申诉举报中心举
报，或向各级消费者协会
投诉。

格2011年十大典型投诉案例(10)

快递丢电脑只赔了200元
消协提醒：寄递贵重物品一定要保价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姜黎明 王健 记者

秦雪丽) 蓬莱市民蔡女士
将一台价值4000元的笔记
本电脑通过快递公司发往
上海，然而递送过程中包装
破损，造成笔记本损坏。蔡
女士要求快递公司按原价
赔偿，但快递公司却以物品
没有保价为由，只答应按照
运费的3倍赔付100元钱。

对此，快递公司客服部
工作人员称，快递前提醒过
消费者是否进行保价，但对
方称没有必要。“我们的快
递详情单上写得很清楚，没
有保价的物品，我们只能按
照运费的3倍进行赔付。”

而蔡女士则认为，既然
快递公司已经收取了运费，
就有义务将递送的物品安

全无误地送到收件人手中。
中途发生意外，无论是否保
价，都应该全额赔付。

双方协商不成，蔡女
士便来到蓬莱市消协投
诉。消协工作人员经调查
取证，证实消费者投诉的
情况属实。消协认为：目
前快件遗失、损毁、内件
短少，发生纠纷时主要依
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但
这部法律缺乏相关司法解
释，尚不完善。最重要的
是，消费者寄递贵重物品
时最好与快递公司签订协
议，约定货物价值及赔偿
额度并予以保价，以免出
现货损时缺乏依据。

由于蔡女士没有保价，
经消协调解，快递公司最终
赔付给她200元。

市民李先生致电本报3·15维权热线称，家里买的小鸭洗衣机用了
3个月，在工作时甩桶就爆裂了，他新买的羽绒服被损坏。他拨打产品
说明书上的厂家电话，发现是空号。找商家询问，对方竟拒绝提供厂
家的联系方式。他怀疑这台洗衣机是假的。

记者为此咨询了山东小鸭集团有限公司，厂家人员称，李先生购
买的洗衣机型号，公司从未生产过，那是个山寨货。

洗衣机刚买三个月

使用时甩桶突爆裂

据李先生介绍，春节
前他母亲在福山某家电商
铺买了一台小鸭洗衣机，
当时花费520元。购买时商
家没有给发票、收据等，只
是说有问题可以到店里维
修，并保证质量绝对没问
题。然而3月初的一个早
上，他睡觉时母亲独自洗
衣服，忽然嘭的一声响，把
他从睡梦中惊醒。李先生
跑出去一看，不禁傻了眼，
洗衣机的甩桶竟然爆裂
了，地上一堆塑料残片，桶
内的衣服和水满地都是。

李先生找出产品说明
书，拨打厂家的电话准备

反映问题。然而让他纳闷
的是，反复拨打多次，竟发
现这是个空号。

“不会是假的吧？”李先
生开始怀疑，并仔细检查了
洗衣机，发现标注型号为
XPB75-2010S，洗衣机机身
上标注着“小鸭”、“山东济
南”等字样，但生产地址却
是南方的一个城市。

商家答应给换一台

损毁的衣服却不赔

带着种种疑问，李先生
来到商家讨说法，希望得到
厂家的联系方式，然而商家
却拒绝提供。对于洗衣机甩
桶爆裂的原因，商家解释
说，是因为甩桶里放的是羽
绒服，所以造成甩桶涨裂，

这只是极个别的意外。
经过交涉，商家答应

给李先生更换一台价位相
仿的新洗衣机，但同样拒
绝提供发票、三包凭证，甚
至连外包装也没有。

而更让李先生头疼的
是，他的衣服受损，商家却
拒绝赔偿。据李先生介绍，
他那件受损羽绒服价格是
600多元，现在背后多处被
划破，根本无法穿出门。

小鸭厂家认定山寨

打算近期开始打假

虽然商家给他换了一
台洗衣机，但李先生还是
很希望弄清楚真相。为此，
记者走访了李先生购买洗
衣机的这家店铺及周边家

电卖场，发现尽管商家们
都自称卖的是小鸭洗衣
机，但生产地址和商标却
存在许多差异。

记者联系到山东小鸭
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办事处
的一位负责人，据这位负责
人介绍，李先生购买的
XPB75-2010S型号洗衣机，
小鸭集团从未生产制造过。
李先生提供的生产地址，也
并非本公司生产地址。“这
台小鸭洗衣机属于山寨
货。”

这位负责人同时指出，
目前确实有不少不良商家
仿冒制造小鸭洗衣机。针对
傍名牌、山寨货等情况，他
将联系总部，协商一下近期
开展一次打假活动。

上午9点，质监局专家与您相约佳世客

今天免费检测眼镜珠宝血压计
本报3月8日讯(通讯

员 莫言 晓丹 记者
李园园) 9日上午(本

周五)9时，烟台市质监局
专家将走进莱山区佳世
客购物中心，现场为市民
免费检测眼镜、珠宝、血

压计。
上周日，烟台市质监

局在芝罘区开展的“质监
工作进社区”活动深入民
心，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
欢迎。许多莱山区市民提
议，这个活动最好也能走

进莱山。为满足广大市民
的要求，9日上午9点，烟
台市质监局的专家将走
进莱山区佳世客购物中
心，免费为市民矫正眼
镜、校正血压计、鉴定珠
宝，并答疑解惑。

届时，市民可以带着
眼镜、血压计、珠宝来现
场检测。活动上午9时正
式开始，详细地址在佳世
客购物中心入口 (西一
门 )，乘坐50、51、53、59、
86、567路公交车可达。

翻新旧压缩机当成进口新品卖
市质监局公布12365投诉举报打假典型案例

本报3月8日讯 (通讯
员 莫言 桂红 记者

李园园 ) 8日，烟台市
质监局12365投诉举报指
挥中心公布2011年打假案
例，这些案例涉及用废旧
压缩机翻新后当成日本
新生产的压缩机销售、冒
用QS质量标志、冒用他人

厂名厂址等，违法企业都
已得到相应处罚。

2011年3月，烟台市质
监局12365投诉举报指挥中
心接到群众举报，烟台某
公司从广州购进废旧压缩
机，翻新后当成日本新生
产的压缩机销售。烟台市
质监局稽查局执法人员立
即对该公司进行执法检
查，经调查，该公司确实存
在将回收的旧制冷压缩机
进行维修、除锈、喷漆等翻
新过程，然后当成新产品

对外销售，构成了生产、销
售以次充好的产品违法行
为。经查证，违法产品数量
6台，违法产品货值金额2

万余元。执法人员责令该
公司停止违法行为，并依
法对该公司进行了行政处
罚。

2011年7月，烟台市质
监局12365投诉举报指挥
中心对烟台某冒用QS质
量标志的行为进行查处，
现场查获违法产品80箱，
违法产品货值金额近万

元，并依法对该企业进行
了行政处罚。

另外，烟台某食品公司
生产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生
产天然冰糖和白砂糖案，也
被烟台市质监局稽查局执
法人员依法查处。

据介绍，有的企业未
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便擅自生产、销售汽车
刹片，有的企业产品标签
中未标注添加剂成分，有
的企业伪造检测报告等。
这些企业均已受到处罚。

8日，在福山某家电商铺，记者拍到的
山寨小鸭洗衣机（左）。仔细观察会发现，
这种洗衣机机上的小鸭图案与真品（右）
存在不少差异。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摄

临近3·1 5，本报推出
“马上就办”栏目，如果您在
生活中遇到消费难题，如果
您在消费中权益受损却不
知如何解决，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消费维权话题，都可
以拨打本报3·15维权热线
15053508753或18660568036。
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将在第
二天的报纸上刊登。

近日，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对外发布了2011年十大
典型投诉案例，提醒广大市民谨慎消费。本报将陆续刊
发这十大投诉案例，为您揭开身边各种潜规则，帮助您
发现消费中的各种猫腻，增强法律意识，安全消费。

市民一：我们家热水
器的压力阀漏水，使木制
地板严重变形。厂家说是
因 为 自 来 水 压 力 过 大 导
致的，不是他们压力阀的
质量问题，损失应该由谁
来负责？

消协：你可以找厂家去
做质量检测，如果存在质量
问题，可以要求厂家赔偿。
如果没有，可以要求自来水

公司赔偿。
市民二：我家的车停在

小区门口，物业私自把车拖
到了路边，请问物业这样做
合理吗？

消协：物业无权擅自动
你的车，如果造成损失，可
以要求赔偿。
本报通讯员 东洁 实习
生 白利倩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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