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机机不不给给力力，，又又给给换换个个翻翻新新机机
市民买了一部手机，换机折腾好几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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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李
静 实习生 王世羚) 新买的
手机经常出现无服务的状况，
找到售后换了两次，问题依然
没解决，如今贺先生觉得换来
的手机像是翻新机，“买个新手
机折腾这么多次，真是特别窝
火。”

2014年1月初，家住牟平的
贺先生买了一部手机，回家后
却发现每天都会出现几次无服
务的状态，他打电话给卖家，卖
家告诉他可以拿到售后要求更
换新机。紧接着，贺先生便开始
了闹心的换机过程。

“2月份我把手机送到指定

售后地点，他们说要我把手机
留下检测一下。”贺先生告诉记
者，几天后，工作人员给他打电
话，说没有检测出问题，但可以
给他换一部新机器。

“去取手机时，拿到手机一
看就不是新机器。”贺先生告诉
记者，拿过手机一看，没有包装
没有封条，“而是用一个维修单
包着手机给我的。”贺先生描述
到，手机外壳颜色比较苍白，前
后贴了个膜，还带气泡。充电插
口的一边还是凸起，感觉是毛
边，金属触点发黑，插口里面还
有个小塑料纸。

“我当时就说这不是新的，

要求再换一部新机器。”贺先生
告诉记者，当时工作人员回复
说这个是厂家直接发货给他
们，他们做不了主。随后贺先生
拨 打 了 工 作 人 员 给 的 一 个

“400”开头的电话，协商之后对
方同意给再换一部新机器。

3月1日，贺先生再次去取
手机。拿到手机发现，这次的手
机的确未开封，包装完整有封
条。贺先生当着工作人员的面
拆开包装，发现外观看上去还
不错。“当时是下午了，着急回
家也没仔细看，就直接带回家
了。”

贺先生告诉记者，回家仔

细看看充电插口处还是有用过
的痕迹。无服务的状况仍然没
有解决。“更想不到的是，我是3

月1日取的机器，可是在网上查
到手机居然是2月28日就激活。
当时拿手机的时候是带封条
的，但如果手机不拿出来怎么
可能激活呢。”

到目前为止，贺先生的手
机无服务的状况仍然没有解
决，机器是否是全新的也不清
楚，“家住牟平酒馆，售后在芝
罘区长途汽车站，来回这样折
腾我真赔不起了。”贺先生告诉
记者，现在很上火，也不知道该
怎么办。

改“退一赔一”

为“退一赔三”

新消法在惩罚性赔偿
方面做出了很大调整，一是
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
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
加赔偿一倍的商品、服务价
款，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
三倍的商品、服务价款；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为五百元。

据烟台市消费者协会
工作人员介绍，规定了最低
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
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
没有力度，不利于动员消费
者维权，使不法经营者得不
到应有惩戒的问题。

遇到霸王条款

消法替您维权

新消法中规定，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
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
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
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
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
易。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
律保护，当事人不得擅自
变更或解除。某大酒店在

《游泳卡说明须知》中规
定：“本游泳馆有权随时终
止使用此卡”。酒店通过格
式条款扩大自己的解约权
利，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

详细阅读说明书

了解好售后服务

1、选择大型的、正规的商家
或到知名品牌的手机专卖店去
购买。最好不要通过电视购物和
网络购买手机。

2、购买的手机一定要有厂
名、厂址和出厂日期。如对购买
的手机是否是行货有质疑时，要
及时到手机售后进行鉴定或到
国家信息产业部的网站上查验
手机上的“进网许可”标志。如果
消费者明知是水货手机而购买
的话，手机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不
能享受国家法律的三包规定，因
为水货手机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3、详细解读所购买的手机
说明书。了解到手机的售后准确
地址及其质量承诺，多了解一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针对移
动电话的三包规定内容。掌握手
机和相应配件的三包有效期，其
中，电话主机、充电器、移动终端
卡、数据接口卡为1年，电池为6

个月，外接耳机为3个月。
4、维修手机时，一定要督促

维修人员按维修情况如实填写
维修记录。这是依法维权和退换
货的重要凭证。

5、一定要索要信誉卡、三包
凭证和购货发票，并详细记载购
买日期、品牌型号、机身号。

6、建议广大消费者要谨慎
购买“山寨手机”，这种手机没有
经过正规渠道检测，存在大量隐
患，其质量、售后都没有保障。

7、发现异常高额话费，要及
时打印话费清单查清原因。

顾客如不满意

可以再换新机

根据贺先生讲述的情况，记
者采访该手机的售后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会有专门的
人员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
记者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贺先生告诉记者，11日下
午，售后有工作人员联系他，说
经查询手机的激活时间是在3月
2日。贺先生是在3月1日下午取
的手机，可能是因为系统忙，导
致激活延迟，所以激活日期显示
是3月2日。

同时，售后工作人员告诉贺
先生，可以再给他换一部新机
器，并赠送一部移动电源。为此，
贺先生表示不满意。“我来来回
回几次，油钱就花了好几百，而
且谁能确保换了以后就是新机
器。”贺先生告诉记者，工作人员
表示会将他的情况逐级上报，等
待领导指示。
本报记者 李静 实习生 王
世羚

这个商家太黑心，换来换去都是翻新机
经消协调解商家才给消费者退款

本报3月12日讯 (记者
李静 实习生 王世羚)

牟平区的小美和嫂子买了两
部一样的手机，偶然的机会发
现手机居然是翻新机，回去找
商家，商家给换了两部，检测
后发现居然还是翻新机。两人
要求退款被拒，无奈投诉牟平
消费者协会，经消协调解，最
后商家退款给消费者。

2013年4月份，家住牟平
区的小美在朋友的介绍下在
顺平合作厅，花了1550元买了
一部步步高S9的智能机。在使
用的过程中，小美觉得手机还
不错，价格也不贵，之后便带

着自己的嫂子也买了同样的
手机。

“过了不久，我嫂子给我
打电话说系统不运行。”小美
告诉记者，嫂子打电话告诉
她，手机拿到烟台芝罘区的步
步高客服中心检测，出具的检
测证明显示机器不是正品。

“我嫂子让我也把手机拿
去检测，结果发现我的也不是
正品。”小美告诉记者，检测的
结果和她嫂子的一样，之前以
为是朋友介绍过去的，怎么也
没想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于
是小美便和朋友拿着检测报
告一起找到商家，要求退货或

者更换正品。
小美告诉记者，当时商家

答应可以换正品机，但不能退
货给她们。于是商家便把这两
部手机返回济南厂家，直到年
后，小美和嫂子才取回来。取
手机的时候，小美当面表示：

“这个手机我们不用，拿去检
测，如果客服证明还是翻新
机，就给我们退货。”没想到检
查结果显示换的仍然是翻新
机。

与商家协商退款不成，小
美和嫂子便将此事投诉到牟
平区消协。经消协协调，最终
商家将手机款退还给消费者。

新手机速度像蜗牛，想退货却不行
商家：顾客曾刷机很难满足退换货要求

本报3月12日讯 (记者
李静 实习生 王世羚) 烟
台职业学院的学生小孙在京
东商城买了一部手机，使用后
发现手机反应太慢、太卡，运
行不起来。申请退货，商家将
手机取回检测后说没问题，而
此时日期已经超过15日内换
货的期限。

2月26日，烟台职业学院
的小孙签收了快递员送到的
新手机。使用3天后竟发现手
机反应太慢、太卡，运行不起
来。小孙向京东商城申请退货
通过后，3月3日工作人员便从
小孙手里取机。11日，手机被
退回并告知没有检测出质量
问题，不能退货。

“手机问题还没解决，没
法申请无理由退货。”小孙告
诉记者，本来以为可以无理由
退货，可是工作人员回复说，
如今时间已经过了7天，不可
以再申请退货了。

根据小孙提供的信息，记
者在京东商城网站上找到华
为Y511产品页面，其中售后
保障一栏写着：如因质量问题
或故障，凭厂商维修中心或特
约维修点的质量检测证明，享
受7日内退货，15日内换货，15

日以上在质保期内享受免费
保修等三包服务。

小孙告诉记者，京东并没
有提示他到烟台的华为维修
中心开据质量检测证明，只是

告诉他直接申请退货，他自己
之前也不知道这一点。

12日上午，记者拨打了京
东商城和华为800客服热线，
工作人员在记录情况后，表示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予回
复。12日下午，华为800客服热
线给记者回复电话，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在详细了解情况以
后得知，客户在是使用过程中
曾经刷机，正常情况下顾客刷
机后很难满足退换货要求的。

针对小孙手机目前的情
况，客服人员表示，他可以到
当地华为售后网点进行检测，
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是机器本
身性能故障，华为会尽量满足
顾客的调换要求。

售后回应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宇
斐) 万物复苏，春回大地，
农民春耕工作陆续展开，招
远市供电公司组建多支春
耕保电服务队，对农灌线路
和设备进行特巡，及时消除
各类设备缺陷及事故隐患，
确保春灌用电无忧。

“零距离”服务

春耕生产

招远市供电公司

消费提醒

解读新消法
1、电视直销广告购买的手机

质量、功能与宣传不一致，售后服
务保障难。主要表现为：销售商只
留电话，消费者无法知道公司名称
和地址。

2、山寨版手机的质量难保。因
为这类手机价格便宜，功能多，款
式新颖，待机时间超长，所以深受
消费者的追捧，特别是受一些农民
消费者的青睐。

3、手机功能造成多收费现象。
主要问题是由于手机本身自带上
网游戏的功能，很容易造成消费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上网消费。

4、投诉纠纷问题难解决。多数
消费者因无发票、无包装等问题而
增大投诉和解决的难度。

手机消费问题盘点

闹心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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