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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洗羽绒服“多”了一些油渍
协商后，洗衣店赔偿消费者70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见习
记者 侯冬冬) 去洗衣店洗衣
服，拿回来后不仅变薄了，而且
衣服上还有点点油渍。经过协
商，洗衣店决定赔偿消费者700

元。

羽绒服洗完后出现油渍

去年，曹先生花1500元购买
了一件橘色的耐克羽绒服。今年
10月中旬，曹先生将这件羽绒服
拿到位于开元新村附近的一家
洗衣店清洗。“洗完后，天气一直
不错，就没有拿出来穿。”曹先生
说，这家洗衣店他是第一次去，
当时工作人员并没有指出羽绒

服有磨损和污渍。
曹先生说，11月14日，他拿

出衣服准备穿时，发现羽绒服
明显没有以前那样蓬松，上面
还有一些奇怪的圆点状痕迹，
看起来像是油渍。他立即向洗
衣店工作人员反映了这个情
况，对方同意将衣服再洗一次。
过了几天，他再次取衣服，发现
情况并没有改善，之前的痕迹
没有洗掉，而且还多了一些痕
迹，其中有个比较大的看起来
就像是磨破了一样。羽绒服背
部右下角还有一道又细又长的
划痕。

于是，曹先生多次找洗衣

店协商要求给予赔偿。“我去了
三次洗衣店，店主都说重新处
理，第三次去取时，衣服还是原
样。”之后，曹先生多次与洗衣
店协商赔偿问题，但都没有协
商好。

洗衣店赔偿消费者700元

11日上午，记者和曹先生
一起来到这家洗衣店。洗衣店
内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曹先生反映衣服没有以前
蓬松，是因为衣服刚刚洗完，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烘烤，所以
显得比较单薄。而对于羽绒服
上面残留的油渍，张先生说，

那是因为衣服内的羽绒填充
物内本来包含此类的化学物
质，在经过清洗后，里面的油
渍渗漏出来最后残留在衣服
外面，并非洗衣人员操作失误
导致。

“当然，羽绒服清洗后出现
油渍这种情况并不绝对，只是
有可能。其实这也算是工作人
员疏忽，我们应该提前告知消
费者这种可能性，然后再让消
费者决定是否清洗。”张先生
说，和曹先生协商后，洗衣店决
定给予对方700元补偿。

对于洗衣店这一补偿方
案，曹先生表示接受。

偷了两台电脑，他逃亡5年———

看见山东车牌他就吓得哆嗦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
菲菲) 花145元买了只手表，收据上
写着保修期一年。可带了不到半个
月表带就断了，找到商家保修，对方
却称表带不在保修范围内，这让购
表的李女士很郁闷。

11月21日，李女士在大润发名表
廊买了一对圣伯莱情侣表，每只145

元。付款后，商家开具了一张收据，
上面保修期一栏中写着一年。刚买
了几天，李女士就发现手表皮制表
带上面有细小的裂纹。打电话去咨
询商家，商家称这是正常现象，李女
士也就没在意。

12月2日，李女士想带表的时候
发现，表带扣的位置已经断开了。随
后，李女士联系商家，要求按照当初
承诺的保修期更换或者修理表带。
但商家却称，保修期只针对手表的
表芯，表带不在保修范围之内。李女
士很郁闷，“买的时候不提醒表带不
保修的事，要知道我看到有裂纹就
换了。”

11日，记者找到位于大润发内的
名表廊。商家工作人员称，表带损坏
属于人为因素，是消费者在佩戴手
表过程中有拉扯造成的，因此无法
保修，只能再花三四十元钱就能更
换。商家强调说，手表一向只保修表
芯，不保修表带。

记者看到，李女士的收据上并
没有写着只保表芯，不保表带的字
样，只是维修处一栏中有几项备注，
注明手表在保修期内正常运行，停
摆，走时不准可免费维修，人为进
水，振动过大，不予保修。李女士认
为，自己花145元钱带了不到半个月
就得更换表带。换几次的钱都够买
一块新表了，实在很不划算。

对此，烟台市工商局芝罘区分
局消保科的工作人员认为，根据《部
分商品退换货责任规定》，表带的确
不包含在手表的三包范围内。但是
李女士购买的手表时间较短，因此
可以携带手表及相关购物单据，到
辖区工商所寻求调解。

花了145元买块新表

不到半月表带断了

谎谎称称写写作作业业，，其其实实去去网网吧吧
本报记者 王敏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学新 红磊 记者
钟建军) 因入室盗窃偷了同
事两台电脑，王某一逃就是5

年。5年来，他在青岛摆过地
摊，后来又隐姓埋名在广州
打工，连女朋友生孩子都躲
到国外，每次在街上看见山
东牌照的车就害怕。12月2日，
王某来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偷了同事2台电脑后潜逃

2006年，王某在烟台开

发区一家公司上班。王某喜
欢上赌博后，每个月2000多
元 的 工 资 根 本 不 够 用 。一
天，他去同事家吃饭时，看
见同事家里有几台电脑，王
某便有了偷电脑弄点钱花
的念头。

8月初，王某请了一天
假，他来到同事家附近，看见
同事都出门上班了，他撬开
门进入屋内，将一台笔记本
电脑和一台台式电脑偷走。
之后，他将两台电脑低价卖

掉。回到家后，家人说警察都
在找他，王某便跑到青岛躲
了起来。

看到山东车牌他就害怕

王某在青岛一直隐姓埋
名的生活，钱花没了，他就到
青岛一所大学附近摆起地
摊，做起了小饰品生意。随
后，王某与一名女大学生谈
起了恋爱。几年后，他来到女
友家里，和女友父亲说，年轻
时因为盗窃跑了出来，一直

在青岛呆着。女友的父亲一
听这个，坚决不同意自己的
女儿再和他交往。

父母的极力反对也阻
挡不了两人。之后王某和女
朋友便一起来到广州一家
夜总会打工。王某换了一个
名字，重新开始生活。但是
只要看到山东牌照的车，王
某心里就非常害怕，老想着
是不是来抓他的，因此常常
睡不好。有一天，王某的女
友怀孕了，他们便找到了一

个远在加拿大的亲戚，随后
王某的女友到国外去生了
孩子。今年 1 0月份，女友带
着孩子从国外重新回到他
的身边。

母亲劝回逃亡5年的儿子

““多多次次抓抓捕捕都都扑扑了了个个空空，，
经经过过走走访访得得知知他他在在广广州州打打
工工。。””开开发发区区金金桥桥派派出出所所民民警警
说说，，民民警警多多次次去去王王某某在在招招远远
的的老老家家做做其其家家人人的的思思想想工工
作作。。多多年年没没有有见见到到王王某某，，王王某某

的的母母亲亲非非常常想想念念他他，，王王某某的的
母母亲亲告告诉诉民民警警，，当当王王某某再再往往
家家里里打打电电话话时时，，一一定定让让他他回回
家家投投案案自自首首。。

12月2日，王某来到开发
区金桥派出所投案自首。“王
某投案自首后，王某的母亲
多次打电话来道谢，现在孩
子终于回家了，而且还带回
来一个大孙子。”民警告诉记
者，一家人现在都很高兴。

目前，王某已被依法取
保候审。

借口学习留宿同学家

小亮(化名)今年16岁了，是
莱州市汇泉学校的一名初四学
生。以前，小亮放学后喜欢到同
学家玩一会游戏。考虑到男孩
子喜欢玩游戏是天性，小亮的
父母也没有进行严格要求。

从11月开始，小亮经常告
诉 父 母 ，晚 上 要 到 同 学 家 过
夜，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更是
整日不回家。小亮的父母开始
时也问过原因，但是一想到孩
子已经长大了，同学间在一起
写作业，可以互相交流学习，
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

11月27日，小亮的父母在给

他收拾书包时，发现了一张纸
条，上面记录着小亮和同学之
间交流的一些关于上网的信
息。小亮的父母感到事情有些
蹊跷，便询问了小亮经常“留
宿”的同学父母。询问的结果让
他们既震惊又担忧。原来，小亮
说是去同学家住，其实是和同
学约着一起去通宵上网。

一些电子阅览室其实是网吧

只要付钱就能上网

10日，记者在莱州市文昌
商贸城附近几家网吧转了一圈
发现，大多网吧管理严格，需要
本人身份证才能进入，但有“电
子阅览室”要交钱就能上网。

在小亮家长提到地一家
位 于 文 昌 活 动 中 心 的“ 电 子
阅览室”内，没有几个人在查
资 料 看 书 ，玩 游 戏 的 吆 喝 声
和大力按键盘的噼啪声反而
不绝于耳。记者提出要上网，
并拿出身份证递给服务台工

作人员。该工作人员称，“不
用身份证，交 1 0块钱，输入这
个号就行了。”说着，递给记
者一张记着五个数字的小卡
片。

记者坐下后发现，靠墙的
位置有几个年龄很小的人正在
玩一款网络游戏。其中一个带
着书包的人叫小峰(化名)，今年
12岁，“我跟我妈说到同学家写
作业，好几天(游戏人物)都没升
级了，赶紧过来看看。”小峰在
谈话时，眼睛始终未离开过电
脑屏幕。

有几个和小峰年龄差不多的
人告诉记者，这里其实是一家网
吧。

“我家的孩子上网入迷了，周末经常整晚不回
家。”9日，莱州市一位学生家长给本报新闻热线
6610123打来电话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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