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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不清、消费者粗心占大头

核心

提示

李女士投诉：在网上看到名字叫“妙菲

舒香棉”的六件套床上用品，冲着这个“棉”

字，又正值网店在搞买一赠一的活动，考虑

到儿子快结婚了，就下了单，将其中一套大

红色的留给孩子用。买回来后，看到最近不

断冒出来的“毒校服”、“毒家纺”消息后，担

心质量有问题。 看到免费检测热线开通，希

望能检测一下让自己放心。

商报追踪：

经过两天的检测，省质检院

的检验结果显示， 李女士送检的床上用品，

其耐酸汗渍色牢度、耐碱汗渍色牢度、耐水

色牢度、 耐干摩擦色牢度， 以及甲醛含量、

PH值等， 均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

看到检测结果李女士松了一口气，然而

当被告知其产品的成分为聚酯纤维时，李女

士不解了，当初在网上正是冲着“舒香棉”

才买的，咋又变成了聚酯纤维呢？成都商报

记者登录网站发现，“妙菲舒香棉”、“妙菲

韩香棉”被大力宣传，但网站上对其成份的

表述并未完全紧接“舒香棉”、“韩香棉”字

样之后。李女士回忆购买经过时，才发现自

己因为是在网上下单，以为舒香棉就是一种

棉，便再没有主动去查看其成分。

明明不是棉，却取个带“棉”字的名称，

这是否在故意误导消费者呢？日前，成都商报

记者与成都市工商局取得联系， 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要判断是否是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需要来自各方面的专业判断， 甚至被误导人

的数量也是虚假宣传是否成立的一个评判标

准。所以，暂不能确定妙菲是否存在故意取名

混淆概念的问题。但近几年的消费投诉显示，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 往往会忽略商品标识

上的信息，而引来消费纠纷。

为此，成都商报携手省工商局、市工商

局、省质检院打造“3·15维权平台”，特别

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 一定要看好商

品的外观质量，如是否有跳线，面料上是否

有污点等。同时注意商品标识，是否有产品

名称、完整的厂名厂址、型号、纤维含量、执

行标准、质量等级、洗涤方式及出厂检验合

格证等。

特 别 维 权 行 动

3·15

王女士投诉： 我

2011

年购买的尚兰格

暖芯地板， 经常出现不平整、 翘起来的现

象。今年

8

月份就到保质期了 ，现在厂家不

管不问。

商报追踪：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尚兰

格暖芯地板是江苏尚兰格暖芯热能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产品， 当时由成都一家电地

暖公司代理销售。但去年，该公司已经与江

苏尚兰格暖芯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解除了代

理关系。随后，记者查找到江苏尚兰格暖芯

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电话， 即使上班

时间都无人接听。王女士也表示，此前曾联

系上厂家， 但答应解决后就杳无音讯再也

联系不上了。 不过曾代理该产品的这家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因为自己的确曾代理

该产品，如果王女士的产品仍未过质保期，

他们仍会负责， 将在下周内与王女士协商

解决方案。

刘女士投诉：去年

10

月我到成都东方家园红

牌楼店买了近

6000

元的多乐士涂料和价值

1.2

万

元的普田厨房灶具， 当时就向东方家园卖场支

付了全款，就等需要时去提货。可今年年初，成都

东方家园两家店关门了， 本打算去提货却提不

出来。 多乐士和普田两个商家也很无奈地回复

说：“卖场没有给我们货款，我们也不能出货。”

商报追踪：

成都商报记者赶往东方家园红

牌楼店和同善桥店，两个店同样大门紧闭，而办

公区的大门也是“铁将军”把守。记者致电成都

店一位叶姓负责人，她说，现在她已经不是东方

家园的工作人员了， 前段时间总部就让所有工

作人员全部离职， 现在公司都还欠他们一个月

的工资。总部还没有任何回复，他们也在等进一

步的消息。

帅先生投诉： 我

2011

年找雅饰居装饰广场

的装修公司来装房子，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家装

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多点。

10

万元的装修款已经

支付了

9.5

万元，可现在装修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商报追踪：

帅先生正在装修的房子，是郫县

犀浦交大新校区教师宿舍。从开始施工到现在，

装修方一拖再拖，除了拖工期就是催款，合同上

注明的装修款10万元，去年就已经交了9.5万元。

最近帅先生打电话去问，对方已经不接电话了。

帅先生拿出了他们与装修公司签的合同， 成都

商报记者看到， 合同封面盖的合同章显示的是

“雅舍装饰雅饰居分公司”，而收据财务章显示

的是“四川雅舍家居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帅先生提供的电话， 记者试图联系装

修方负责人，但对方一直无人接听，而其办公场

所“雅饰居装饰广场”，也因生意差在年初就关

门了。记者随即联系了我市一家名叫“四川雅舍

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企划经理陈先生，陈

先生说， 雅饰居装饰广场的这家公司与他们没

有任何关系，虽说出现了“雅舍”两个字，估计

是该公司打的“擦边球”。

对于帅先生家装修出现的情况， 成都市建

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廖芸说：作为外行的装修业主在选择公司时，

就应该选择正规的品牌装饰公司， 有品牌的公

司无论从信誉还是质量上都有所保证。 现在那

家装修公司的人都找不到， 建议帅先生去当地

派出所报案。 而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刘秀律师认

为，该装修公司没有履行合同在先，从目前的情

况看来，该业主维权有困难。但可以收集好有关

材料起诉，尽量争取自己的最大权益。

什么是好的空气？洁净度、湿润度、温度是

评价标准。谈到空气，无论是家具装修后留下的

各种有害气体，还是各种细菌、微尘、病毒，都会

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伤害，“有一种痛叫

会呼吸的痛”。

关注空气， 就是关注人们最基本也最重要

的需求。在空气净化方面，美景舒适家的大金流

光能空气清洁器，采用了可迅速分解包括细菌、

病毒、 甲醛及过敏源等在内的多种有害物质的

流光能技术，其6层强力分解构造净化效能达国

家A级标准。高达420立方米/小时的动力，可以

快速清洁房间各个角落，1台机器的净化面积可

达34㎡~43㎡。

作为舒适家居行业发展的领导品牌，美景舒

适家关注室内的空气和水。本次3·15活动，美景

舒适家以“3·15舒适家零距离”为主题，推出年

度特惠大作，让热爱舒适家居生活的消费者喝到

更干净的水、呼吸更干净的空气。采暖、水处理、

中央空调三大系统全面开花， 全川25店惊喜同

惠。各大品牌锅炉纷纷让利，多种地暖方案想您

所想。更有“满就送”活动，送品牌液晶电视和空

气清洁器，还可到官方微博赢取话费和太阳伞。

这种“会呼吸的痛”您了解多少？它带给我

们什么改变？什么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都可以

在美景舒适家各门店为您准备的“逃不开，就住

进去”的卡片中找到答案。

（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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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西华大学谭老师投诉： 去年拿到郫县红光

镇西华雅苑的新房，正好楷模装饰搞优惠活动，

到其公司参观后， 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交了

500

元

定金。随后，忙于工作没有定家装公司，也错过

了定金收据上约定好 “延长

20

天可退款” 的日

期。去年

10

月起，多次联系楷模装饰，希望退还

定金，公司工作人员解释以“这定金将来装修也

有效”、“可以到其他装修公司抵用” 等理由，一

直未退还定金。

商报追踪：

记者采访谭老师，他认为，装修

公司在收取定金后，没有上门量测设计，自己的

定金未能换来对方的服务付出。虽然钱并不多，

但自己仍觉得“有点冤枉”。

接到记者的反映后， 楷模装饰总经理严尚

平与谭老师进行了沟通。 严尚平表示， 作为定

金，除了合约上注明的退款时间，一般来说是不

予退款的。 谭老师因为个人原因错过了退款日

期，家装公司并无责任。因此，公司不会退款给

谭老师。对于这一回应，谭老师表示很不满意，

称将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冒名装修公司跑路

业主家装成“烂尾楼”

忘记约定退款期 商家拒绝退定金

纺

织

及

其

他

类

就要干净的空气和水

美景舒适家为你而来

刘先生投诉：

2012

年初我在你享家居城购

买了一张大床、一张儿童床、两个衣柜以及餐桌

等家具，

10

万元家具款现场支付，合同写明今年

年初送货。但今年

1

月底，你享公司大门紧闭，还

贴了一张法院的查封公告。

商报追踪：

成都商报记者从红牌楼派出所

了解到，派出所一共接到10多起报警，都是在你

享公司购买了家具没能收到货的。据了解，“你

享国际家居城”2010年4月开业， 从开业到查封

不到3年。长城公司一位林姓工作人员称，你享

公司3000平方米的卖场是租赁长城公司的物

业，由于拖欠租金，长城公司将你享公司告上法

院，法院判决你享公司败诉。随后，长城公司申

请财产保全。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此次拖欠的租

金仅10多万元。 你享公司一位负责人在电话中

表示，公司被查封后，你享公司准备拿出部分货

物和钱把欠的房租补上，重新开业，但被长城公

司否掉。目前有二三十名顾客定的货还没发。

东方家园关门

业主订的货无法提出

误把“舒香棉”当成“棉” 消费者吃了个哑巴亏

地板不平整 厂家不理睬

地

暖

类

家居城大门紧闭

顾客找谁拿家具

卖

场

类

3·15维权

件件有落实

雅饰居已人去楼空

你享家居城被封

东方家园红牌楼店商家退货（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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