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我小孙子还在
上小学二年级，他爸妈在
外边忙工作，我和他奶奶
年纪也都大了。我们不想
让孩子在外面吃小饭桌，
就萌生了想找个家政人员
给 孩 子 在 家 里 做 饭 的 想
法。结果，把他们的人请过
来之后，却说自己不会做
饭。”11日上午9点，在位于
市中区二七新村的一处居
民楼内，金先生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的遭遇。

“2 0 1 4年9月份，我从

网 上 找 到 了 这 家 德 林 家
政。当时跟他们那边一个
叫徐萍萍的经理沟通，对
方说最少一下子要预交 1
万元。我就觉得一次交这
么多有些不放心，就跟他
们协商说能不能先交3000
元试用一下，后来对方就
同 意 了 。最 后 ，我 们 定 下
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
到 1 1点，他们给我们做中
午饭、打扫卫生，我们给他
们每小时20块钱。”金先生
称，当时自己与德林方面

并没有签订协议，只收到
了一张没有公司印章的收
据。

可是，等该公司家政
人员真正上门之后，金先
生却发现，这些家政人员
虽然如约提供了清洁卫生
等服务，却不给自己家提
供做饭服务。“当时我们打
算请家政服务员，最重要
的就是想让他们给我孙子
做顿饭，结果来了之后，他
们那边的人竟然个个都说
自己不会做饭。”

“本来说好的请家
政员主要是来做饭，结
果他们来了之后却说
自己不会做饭；本来说
好了每小时收费20元，
最后咋就莫名其妙变
成了26元？”11日，78岁
的读者金先生向本报
反映称，自己从网上找
到的德林家政公司，非
但没有如约提供做饭
服务，还每小时加收了
自己6元钱。对此，德林
家政工作人员回应称，
因当时双方协议相关
内容很难核实，故而很
难判断谁对谁错。目
前，在记者的协调下，
双方已经解决此事。

大大客客买买了了一一年年多多
每每月月至至少少坏坏一一次次
金龙公司：已派技术团队赴济

据济南利发客运公司的李
先生介绍，去年1月23日，他经营
的公司花了35万元从厦门金龙
客车公司购买了一辆型号为
XMQ6879的客车。虽然信任金
龙客车的品牌和信誉，但没想
到从厦门提车后还没回到济
南，车子就因差速器故障坏在
了高速上，还差点造成严重的
交通事故。

回到济南后，李先生就与
厦门金龙公司取得联系，由于
临近春节，工作人员称要等春
节后才能处理。春节过后，李先
生多次与金龙公司联系，向售
后与技术等部门进行投诉，但
两部门工作人员一直踢皮球，
相互推脱而不进行处理。

李先生称，去年5月份，金龙
公司一名工程师来到济南，对

他购买的这辆客车进行试车检
测，告诉他这辆车确实存在问
题。虽然工程师已承认客车存
在问题，但售后工作人员仍不
承认，每次李先生联系他，他都
回复称还在研究。“这都研究一
年多了，还没有研究出个解决
办法。”李先生很气愤。

一年多时间里，李先生购
买的这辆金龙客车故障频发，
总是一个地方刚修好别的地方
又出现问题。“提车至今除了发
动机没有更换，底盘的配件已
更换了近40个，几乎每个月都要
去修一次。”李先生表示，虽然
每次维修都是免费，但修一次
就要耽误两三天时间，影响了
公司的正常经营，而且车子多
次维修后仍存在故障无法正常
上路。

新车坏在提车的路上

一年多内故障不断

投诉：

请做饭的，来的都不会做饭

““不不会会做做饭饭，，每每小小时时却却多多收收66元元””
顾客与家政公司就服务价格和内容起争端，目前已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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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公司给金先生
开具的家政卡，面额一栏
显示为1万。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建伟

2 0 1 4年1 0月，金先生
联系到了德林家政的一位
陈姓经理，讨要说法。“本
来，我想他们既然不给我
提供做饭服务，那我就把
卡退了吧。可是他们后来
却说，要是退的话，之前的
这一个月服务就要按每小
时26元来算。”

听到这一说法后，金
先生更是难以接受。“他们
那边的说法是，只有我交
上1万元的服务费之后，他
们才能给按每小时20元计
算。如果我只交 3 0 0 0元的
话，就得按每小时26元算。

可是，之前我们明明已经
约好了，他们给我们提供
做饭服务，按每小时 2 0元
算，现在他们非但没有提
供做饭服务，怎么反而要
每小时多收我6块钱？”

金先生称，后来经过
协商，双方各退一步。家政
公司只给金先生一家打扫
卫生，按照每小时 2 0元的
价格收取相关费用。

“根据之前协商的，按
2 0元一次的话，3 0 0 0元的
预付卡应该享受 1 5 0小时
的 家 政 服 务 ，但 是 到 了
2015年的4月份，家政卡刚

用到115小时的时候，对方
就跟我说我的卡余额不足
了。”金先生称，本来上次
与陈经理协商后，双方长
时间相安无事，但是这次
的事件，再次挑起了他心
中的怒火。

“本来我这房子就 8 0
平米，每天哪有那么多打扫
的活可以干？不给我们做饭
也就罢了，现在怎么又突然
变成了每小时26块钱？”金先
生说，从那时起，他就该问题
向德林家政总部、市长热线
和有关部门投诉过多次，最
终均未能解决。

气愤：

每小时20元变成26元

11日下午2点左右，记者
来到位于济微路124号的德
林家政济南总公司。该公司
毛姓经理称，由于公司内的
人员流动，之前曾经手该客
户的陈经理和徐经理目前均
已经不在济南这边的分公司
任职。

毛经理解释称，按照他
们公司的规定，只有金先生
补齐剩下的 7 0 0 0元，办理
一张1万元的家政卡后，才
能享受做饭的相关服务。“相
对于打扫卫生，做饭这一块
我们需要安排特定的人手，

所以付费的门槛相对高一
些。”

“当时我们交了钱，对
方也没跟我们签合同，只
有这么一张收据。”此前，
金先生曾质疑德林家政为
何不与自己签订有关的服
务合同，对此，毛经理称，

“只要客户提出要求，我们
就会跟对方签订合同。至
于当时为什么双方没有签
订合同，因为经手的经理
已经不在这儿了，现在也
不好查证原因了。”

毛经理称，关于之前金

先生与公司的争端，由于当
时双方没有就服务的内容和
价格留下有关文字，很难就
当时的情况进行核实。目前，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双方协
调解决。“我们可以给金先生
提供剩下的35小时的家政服
务，但是我们并不承认公司
存在责任。双方没有白纸黑
字的约定，只是本着留住客
户、维护公司形象的目的，我
们才做出让步。”毛经理称。

下午6时，记者致电金先
生一家，对方称同意这一解
决方案。

回应：

补交7000元，才能给做饭

11日下午，记者联系了厦门
金龙公司山东大区售后负责人
张经理。张经理称，目前正在给
李先生处理此事，上午已经试
车一次，但数据还没有出来，暂
时无法得知故障原因。至于该
车为何一直故障频发，张经理
表示，这辆车每次维修后都会
好一段时间，但过一段时间就
又不好了，他们也找不出原因。

随后，记者联系到厦门金
龙公司负责全国售后的王经
理，他表示，不否认李先生购买
的客车多次出现故障，但他们
已处理过多次，只是李先生一
直不满意。目前，公司已派出由
售后、技术等部门组成的四人
团队，带着设备仪器赴济南处
理此事。

王经理称，起初李先生说
走坑洼路时方向盘打不住，他

们认为是正常现象，后来李先
生又说在高速路上也有这个情
况，他们才重视起来，因为客车
一旦在高速上出现故障，很容
易导致重大交通事故。对于故
障频发是否为车辆设计缺陷导
致，王经理称目前还无法确定，
李先生的车每天都在路上跑，
损耗比较大，只有等到试车结
束后对设备采集的实验数据进
行分析，才能弄清楚到底是什
么原因。

由于客车仍存在安全隐
患，为防止在高速上出现故障，
李先生已决定不再让这辆车跑
高速了，而是在市区内跑班车，
毕竟市区车速比较慢，风险较
低。不过他还是希望通过这次
试车，金龙公司能彻底解决车
子的故障问题，并给他一个合
理的说法。

金龙公司称找不出原因

已派技术团队赴济南

2014年1月，李先生从厦门金龙客车公司购买了一辆旅
游客车，但提车还没回到济南，车子就坏在了高速路上，且此
后一直故障频发，除发动机外底盘配件已更换近40个。一年
多来，李先生多次向金龙售后及技术人员讨要解决办法，但
一直未获明确答复。

本报记者 戚云雷

就是这辆金龙客车，令厂家和车主都头疼。（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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