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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宣称称全全球球使使用用，，到到香香港港就就没没信信号号了了
品牌手机陷“频段门”，20多位用户维权难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王怡雯 刘冉） 济南市民
王先生购买了一款某国外高端品牌手
机，该手机广告宣称是“四频段全球漫
游”。但是去年王先生去香港出差时发
现，虽然自己开通了国际漫游功能，但
这款手机在香港根本就没信号。目前，
王先生联合了济南20多位该手机用户
进行维权，但是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消费者反映>>

五六千元买的全频手机

到了香港却一直无信号

王先生告诉记者，2013年3月份，
他在市中区八一联通营业厅花5700
元购买了某高档品牌的一款手机。广
告宣称该手机是全频手机，可以在国
外实现手机漫游功能。2014年8月，
王先生去香港出差，到了香港后，他
发现手机一直处于无信号状态，该手
机在香港根本无法实现“全球漫游”
功能。

“那个时候我就有种被骗的感
觉。”王先生回到济南之后，上网搜
索该问题时才知道，原来有不少该款
手机的用户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为此，我们全国的遇到此问题的手
机用户组建了一个QQ 群，里面有
600多个该手机用户，大家经常在群
里讨论此事。这个群里有2 5位济南
用户，这些用户去中国香港、台湾及
美国、泰国等地方，也都发现该款手
机在除大陆以外的地区无法实现全
球漫游功能。”

“我们也向该手机客服反映过，也
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是都没有得到
解决。”王先生称，因多次反映没有解
决该问题，这25名消费者甚至打算到
北京起诉。但是北京的法院让提供带

有个人姓名的发票，可是个人消费发
票根本就没法打印出个人名字。

记者调查>>

手机“频段门”曾被处罚

济南用户暂未获赔偿

据王先生提供的该手机宣传单页
显示，该手机为双卡双待，网络支持
CDMA850/900/1900/2100及GSM850
/900/1800/1900等四频段，符合四频
手机要求。

据了解，如果目前国内使用900赫
兹频段网络，假如到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那里的网络是用1900赫兹频段的，
即使开通了国际漫游，也会因为手机
不支持此频段的网络无法使用。所谓

“四频”手机，即支持4种频段网络的手
机应该适用范围会更广。2013年3月4
日，维权用户联名向该手机公司所在
地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投诉，
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3年4月2
日公开答复，详细说明了卡槽一不支
持WCDMA850/1900，卡槽二不支持
GSM850/1900频段。

11日，记者就该问题向该手机客
服进行了反映。对于这25位消费者的
遭遇，客服人员称需要先向消费者核
实信息后，再给予答复。下午，王先生
给记者回复称，该手机客服已经跟他
取得联系，并向他详细了解了事情始
末，询问了其赔偿诉求。

记者联系了济南市工商局。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2014年，也有约20位消
费者到该局投诉该款手机的频段问
题，后来工商局帮忙协调了该手机公
司总部，为消费者解决了消费纠纷。对
此，该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就该问题
可以向12345或者12315进行反馈，消
协部门将尽力为消费者解决。

预预订订新新娘娘跟跟妆妆
被被收收一一半半定定金金
律师：商家超额收定金不合理

本报3月11日讯（见习记者 王小
蒙 实习生 聂晨） 市民罗女士花
1780元，在济南时尚达人彩妆造型中心
订了5月份的新娘跟妆，并缴纳了800元
定金。7日她想退掉跟妆，要求返还定
金，对方却只给退了300元。律师称，商
家超额收取定金违反法律规定。

婚礼前两月，罗女士就开始忙着准
备结婚事项。3月1日，罗女士来到时尚达
人彩妆造型中心预定婚礼彩妆跟妆。她
在试妆后选定了1780元的跟妆服务，并
当场缴纳了800元定金。

“就给了我一张收据，写着全程跟
妆预交800元定金，收据上盖着商家的
章。也没有任何关于退款的说明。”罗女
士说，店家告诉她余款在5月16日婚礼
当天再补齐就行。

后来，罗女士发现订租礼服的商家可
以赠送新娘跟妆，于是想着把上千元的跟
妆给退掉，并要回定金。“试妆虽然是免费
赠送的，但我不预订了肯定要付试妆费100

元，还可以再给商家补偿200元，能退我500

元就行了。”罗女士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
合理，却奈何店家并不同意。

“商家只给退300元。跟妆又不是消
耗品，商家又没给我提供服务，提前两个
月就告知了，商家又不会有损失。”罗女
士说，由于预订时没想着会发生退款，
也就没问退掉跟妆定金该怎么办。商家

也没告知她。想到定金被白白扣掉500

元，她不仅有些郁闷。
记者看到罗女士的收据上写明“新

娘全程跟妆，预交800元定金”。这差不多
是跟妆价的一半了。记者随后咨询收款
人李波，他告诉记者，退300元是照顾罗
女士，按照正常情况是可以一分不退的。

“交了定金就说明已经达成共识
了，罗女士又反悔，定金本该是不退
的。”李波说，交定金后化妆师已经预留
出档期，当时明确告知罗女士，如果反
悔定金是不退的。

当记者质疑定金收取800元有何依
据时，李波说跟妆行业都是预收一半，
且不管订金还是定金都是定下的意思。

“转日期或者转给朋友可以，定金全退
肯定不可能。”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省城，预订新
娘跟妆都要收取定金，且把定金当做跟
妆费的一部分，如果退订则不予返还。
记者随机咨询5家做跟妆的工作室，只
有一家预收20%定金，其余四家都是预
收一半，且大都不退。

“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
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当事人约定的
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20%的，超过
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山东清泰律师
事务所方律师说，如果商家索要定金超
过20%，消费者有权拒绝支付。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林媛媛）
今日起，本报张刚大篷车3·15特别行动
正式启动。12日上午，3·15特别行动首场
活动糖网筛查将在中创开元山庄社区广
场举办；13日上午，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活
动将在十亩园社区居委会举办；15日，将
有两场活动同时展开：食品安全检测在
佛山苑广场举办，义诊活动在齐鲁晚报
名士豪庭社区服务中心举办。

12日早晨8点，历下区人民医院的
体检车将开进中创开元山庄，届时将把
糖网筛查、血压测量、血糖测量、眼科检
查等服务项目送到居民家门口。专家提
醒，想做血糖测量及糖网筛查的居民，
一定要空腹前往。

13日上午9点，本报将联合青岛银
行济南分行在十亩园社区开展“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大课堂”活动，现场为居民
普及假币的鉴别方法、银行卡使用、电

子银行、银行自助设备、代销业务等，同
时针对近年来高发的诈骗案件，讲解如
何防范电信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金融
知识，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保
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15日上午，两场活动将在两个社区
同时开展。上午9点在历下区佛山苑广
场，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食品
快速检测车将开进社区为市民检测食
品。如果您想检测一下家里日常吃的蔬
菜、食用油和肉类是否安全，欢迎您届
时带着这些食材前往佛山苑广场进行
检测。

上午8点在位于名士豪庭第二居
委会的齐鲁晚报名士豪庭社区服务中
心，历下区人民医院的体检车也将开
到这里，免费为社区居民送上糖网筛
查、血压测量、血糖测量、眼科检查等
服务项目。

喝了减肥茶没效果，商家却拖着不退钱

为为让让厂厂家家退退钱钱
消消费费者者无无奈奈出出““歪歪招招””

购买声称“一天瘦一斤，30天减掉大肚子”的减肥茶饮用后，68岁的王女士却发
现一点疗效也没有，想要退钱却联系不上对方。老人换了一个名字又购买一次减肥
茶，想着不给钱让厂家和她联系，结果快递员报警。前来调解的民警让老人把减肥
茶退回去，并想办法帮老人要回了之前购买减肥茶的钱。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喝了十多天减肥茶没有疗效

68岁的王女士一直以来被肥胖的身体
所困扰，长年血压高，而且行动不便。去年11
月底，王女士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减肥茶的广
告，被广告中宣传的疗效打动了。

“他们说，喝了减肥茶，一天瘦一斤，30
天减掉大肚子。”去年12月初，王女士按照广
告上面的电话打过去，咨询购买减肥茶的事
情。按照对方的建议，王女士花了1360元钱
购买了两个月疗程的减肥茶，并认认真真地
按照要求一早一晚地喝。

可是，王女士一连喝了十多天，身体根
本没有像广告上宣称的能够瘦下来。王女士
感觉这个减肥茶有点不对劲。

消费者无奈想出“歪招”

于是，王女士就拨打厂家的电话询问没
有瘦身的原因。对方称，“让专家给你调调方
子，再喝十天看看。”王女士听信了对方的言
辞，又购买了1000元的减肥茶。王女士接着
喝了十天，可是依然没有任何效果。“他们的
广告太坑人了，喝了减肥茶根本不管用。”王
女士气愤地说。

王女士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只有1800元，
这一下就花掉了1个多月的退休工资。感觉
气不过的王女士就拨打厂家的电话要求退
款，可是对方说还要研究研究。“后来，我们
打电话就打不通了。”王女士和丈夫商量，需
要想个办法让对方退钱。

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办

法。王女士的丈夫用他的名字通过电话订了
该厂家的减肥茶，采用货到付款的方式。今
年1月5日，快递公司将减肥茶送到了王女士
的家里，王女士决定不给对方钱，并要求厂
家退钱。快递员感觉不可思议，只好拨打电
话报警。

历城公安分局全福派出所民警朱奈良
了解情况后，告诉王女士这种扣货不给钱的
做法是不对的，而且厂家的做法和快递公司
没有关系。最终，王女士让快递员将减肥茶
退还给厂家。

民警媒体相助，讨回部分退款

“我们很同情王女士的遭遇，就向分局
民生警务平台进行反映，想办法帮助王女
士。”朱奈良和历城公安分局民生警务平台
的民警最终想到向媒体寻求帮助。

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减肥茶的厂家很快
联系上了王女士。“他们说让再寄600元钱，
加上之前的钱凑齐3000元一起给退回来。”
王女士对于该厂家的说法感觉有点怀疑，立
即找到了朱奈良。“你可千万别再寄钱，要是
对方不退钱，不就又损失了600元钱？”朱奈
良提醒她说。

后来，朱奈良又帮着王女士向厂家的所
在地市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我能想到的
办法都想了。如果对方还是不退钱，就想着
再给他曝光。”朱奈良说道。

随着“3·15”消费者权益日的到来，事情出
现了转机。过完年之后，减肥茶的厂家再次联
系到王女士称给她退还部分钱。“最后他们给
退了1860块钱，扣下了500元的成本钱。”

这这份份珠珠宝宝鉴鉴定定证证书书
咋咋在在官官网网上上查查不不到到
工作人员：分部数据在总部官网上无法显示

本报3月11日讯（见习记者 朱文龙
实习生 乔政文）“这个翡翠挂件到

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王女士上周在万
达乐购某银楼购买了一翡翠挂件，并得到
一份鉴定证书。但她在官网上查询时，却
没有查到相关证书。

“当时买的时候商家让我用手机扫二
维码，说是能扫出鉴定机构。”王女士按照
商家的要求扫完二维码后，便看到了由

“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深圳实验室”所
鉴定的证书。

“我觉得挺像回事，价格又不贵，便花
了200块钱买了这个翡翠挂件。”回家后，王
女士越想越不放心，便登录北大宝石鉴定
中心官网输入证书上的鉴定编号，不料未
查到任何信息。

按照王女士提供的网址，记者登录了北
大宝石鉴定中心官网和证书上所提供的北
大宝石鉴定中心深圳实验室官网，发现在北
大宝石鉴定中心的官网上，并不能查到王女

士所提供的证书。而在证书所提供的网站上
却有这个证书的详细信息。“为什么这个证
书在总部的官网上查不到，而在证书提供的
网站上能找到？是不是证书上的这个网站是
假的？”王女士对记者说。

随后，记者拨打了北大宝石鉴定中心
深圳实验室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该公
司隶属北大宝石鉴定中心总部，出于顾客
使 用 方 便 的 想 法 ，建 立 分 网 址

（www.pkuc.net）供用户查询鉴定证书是否
属实，且数据在总部官网上无法显示。

记者又联系了北大宝石鉴定公司总
部。总部工作人员同样告诉记者，深圳实验
室属于北大宝石鉴定中心总部管理，但由于
深圳实验室出货比较多，所以建立自己的网
站供用户查询。“深圳实验室的数据和信息
都是自己管理的，并不输入到总部。所以，鉴
定结果只能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搜到，所以
只要在www.pkuc.net能搜到鉴定结果，并与
证书信息相同的，都可以放心购买。”

在在理理发发店店染染发发后后
顾顾客客头头皮皮肿肿痛痛
历下区发布典型案例教消费者维权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任磊磊 通讯
员 陈树同 杨振环） 消费者在理发店
染发受伤后，该由谁来举证？未成年人未经
父母同意购买了商品，丢了发票后该如何
退货？近日，历下区工商局公布了2014年
12315、12345市民热线消费维权情况，同时发
布了典型案例。消费者如果遇到类似情况，
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一

市民染发后头皮受伤

应当由理发店举证

2014年3月27日下午，闫女士在山师附
近一家理发店洗头、染发。在使用理发店提
供的染发药水20分钟后，头部出现少量脱
发，头皮局部红肿、灼热肿痛。闫女士只能
到医院检查治疗，而该理发店拒绝赔偿损
失。闫女士随后到工商部门寻求帮助。

工商人员了解到，该理发店使用的
染发药水无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并且在
染发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等情况。为此，
工商人员表示，新消法中规定此类投诉
是举证责任倒置。就闫女士因染发而导
致脱发、头皮肿痛等后果需要由经营者
举证。如果经营者无法举证，证实与自己
无关，就应当赔偿消费者责任。最终，理
发店承诺赔偿闫女士治疗费及精神损失
费共计1000元。

案例二

商家未尽告知义务

顾客购手机无法用

魏先生于2014年4月26日在历下区泉
城路苏宁店购买了一部HTC手机，该手机
分移动版和联通版，但是当时工作人员没
有告知。而魏先生使用的联通手机卡，该
手机无法使用，要求给予更换，但是商家
不予处理。

工商人员随后与商场相关负责人员
取得联系，经过调查，该商场销售手机时

确实没有向魏先生告知清楚，导致魏先生
误购了移动版手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因商家销售人
员未尽告知义务，导致消费者误购商品，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无条件退换
货，最后商家给消费者原价退货。

案例三

未成年人购买手机

工商调解商家退款

陈女士13岁的孩子在父母不知情的情
况下拿走父母1000元，在某通讯器材店购买
手机（孩子将购物票据丢掉），总价950元，陈
女士发现后和商家协调退款未果。

依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规
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进行与他的
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
动，其他民事活动须由其法定代理人（监护
人，通常是父母）代理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
的同意。陈女士孩子的购买行为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适应，其父母拒绝追认，购买行为
无效，经营者应当退回收取的手机款。经工
商人员多次调解，商家同意退款950元。

案例四

故意将“电脑转型”

商家退还购机差价

曹先生于2014年5月24日在历下区赛
博数码广场三楼济南合雍科技购买笔记
本电脑，花费5400元钱，之后网上查询价格
发现相差1800元钱，并且该店不予退差价。

这是一起典型的“电脑转型”投诉。
“电脑转型”是指商家通过种种宣传手段
使消费者放弃原定购买的电脑型号，转而
购买商家推荐的价高、低配置的电脑型
号。此类“电脑转型”案件中权益受侵害的
主要群体是对电脑知识不太了解，且缺乏
社会经验的学生。经工商人员调解，最终
双方达成协议，商家退还消费者购机差价
1800元。

张刚大篷车3·15特别行动启动

今今天天来来开开元元山山庄庄
免免费费体体检检吧吧

王女士展示她购买的减肥茶。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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