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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手机 曝出“牙签门”

成都iPhone� 5用户手机里现牙签 苹果直营店以“未授权拆机”拒保修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智 伏永安 朱静

正宗老巢崖蜜，悬在深山无人知。

昨日，买够网联合海伶山珍推出青川老

巢崖蜜直供行动，让青川清溪山里的好

蜂蜜终于可以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品

尝。首日，成都市民就抢购了200多瓶。

昨日一早， 市民蒋先生拨打电话

订购了4瓶老巢崖蜜，“以前就吃过青

川山里的蜂蜜，味道‘巴适’得很，但是

成都一直买不到。”蒋先生称，前年老

家在青川的朋友送过他半斤山里农家

蜂蜜，吃过后就念念不忘。看到买够网

推出直供活动后，立即就下了单。

不少市民拨打电话订购时，也纷纷

“吐槽”买到假蜂蜜的经历，买之前个

个都说是“土蜂蜜”，拿回家一看，稀薄

得像糖水勾兑的。 据业内人士透露，不

少职业蜂农饲养的是意大利蜂， 块头

大，产蜜多。蜂农为了保证产量，会偷偷

给它们喂白糖， 也就影响了蜂蜜的纯

度。这些蜂农采用的是“赶蜂”的方式，

逐花而居，往往在人工种植的大片油菜

花田等蜜源丰富的地方养蜂。不少花田

都喂着化肥、打着农药，这种情况下产

出的蜜，品质自然也受影响。取蜜时，蜂

蜜、 蜂胶与蜂王浆也是被分开取出，分

开销售的，因为后者的价格要比前者高

很多。

相比之下， 青川深山保留了绿色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深山里的上百种野

花，没有受到任何人工影响，有的还是

名贵中药，为蜜蜂们提供了最健康营养

的蜜源。当地养蜂人介绍，青川有着上

千年养蜂历史，这些来自深山的野蜂个

头虽然小， 工作起来可是一点都不含

糊，最擅长采集山间野花这样零星的蜜

源，能产出最醇正的蜂蜜。到了取蜜时

节， 青川农民们取出蜂巢后直接过滤，

珍贵的花粉、蜂王浆等也与蜂蜜融为一

体，与普通蜂蜜相比，有着更高的营养

价值。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你好，你的手机里有根牙签！”

曹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2月1日， 他购

买的iPhone� 5手机出现“屏幕右上角翘起”的

问题，于是来到位于成都万象城的苹果直营店

进行检查。店员接待他后，检查了一下手机的

外观，将手机拿走维修。等待大约10分钟后，店

员将手机还给曹先生，并给曹先生看了一幅照

片———照片上很清晰地显示，拆开的手机里靠

近听筒的位置有类似牙签的东西。店员随即告

诉曹先生，因为曹先生“未授权拆机”，因此这

部手机不再享受保修。

新买的手机里有牙签！这让曹先生不敢相

信。既然苹果直营店不修，曹先生又找到了卖

给他手机的销售商。 销售商也觉得不可思议，

并表示自己手机都来自正规渠道，不可能把拆

开过的机器卖给顾客。

“请问，牙签怎么进了手机里？”

曹先生承认，他并不是在苹果直营店或者

官网购买手机的，而是去年底在位于新会展附

近的一家手机商店买的港版iPhone� 5手机。当

时，他反复确认未开封，但使用一天后发现音

量键有问题，操作不灵敏。于是曹先生找到销

售商，要求换货，销售商将一部新机换给了曹

先生。

“由于有第一次购买时的按键不灵的问

题， 我确认第二次换的手机是未拆封新机，我

还反复试了按键有没有问题。 没想到回去两

天，就发现手机屏幕的右上角有翘起的情况。”

虽然顾客曹先生无法证明这部手机之前

未被拆机， 但他认为苹果直营店的维修部门，

在刚拿到手机时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当时店

员仔细观察过手机外观，没有提出异议。且维

修是拿到另一个地方，拆机乃至发现牙签的整

个过程，我都无法看到。”曹先生说，“据论坛

里一些网友说，iPhone� 5拆机非常不容易，只

要拆开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手机里藏牙签，这事相当专业！”

对于新手机里有牙签这件蹊跷事，曹先生

和苹果直营店都无法证明是对方的过错，仅有

的证据是一张照片，而拍摄照片时仅有一方在

场。

记者询问一家通讯城的专业维修人员，他

表示iPhone� 5手机内部空间非常紧凑，如放下

一根牙签，需要把牙签折成一定形状，恰好放

在芯片的缝隙上。也就是说，无意地在机身里

留下牙签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从外部插入牙

签，更是很难想象，“iPhone� 5将充电接头换成

了更细小的Lightning， 即使更大的耳机插孔，

也无法插入牙签。”

“难道是生产手机的工人一边掏牙齿边

干活，把牙签留在了手机里？”幽默的曹先生

半开玩笑地给出了他的猜测，“我这相当于买

手机送了牙签。”

苹果公司：尽快给消费者回复此事

有人反映iPhone� 5里有牙签并不是孤例，

贵州和上海的消费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

两位购买的都是电信合约机。贵州消费者遇到

的问题和成都曹先生一模一样，而上海消费者

张女士则是因为Home键出了问题， 去苹果直

营店检查，被发现手机里出现牙签。

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成都商报记者

在成都万象城苹果直营店询问此事，一位店员

表示并不知情。在了解记者身份后，苹果直营

店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得到授权接受采访。

在苹果直营店，记者也仔细观察了iPhone� 5手

机的外观，要想打开手机就一定要拧开机身底

部的微小螺丝，很难避免留下痕迹。

记者也将读者“苹果里有牙签”的遭遇反

映给了苹果电脑公司（中国）的公关部门，对

方表示已经按公司最快流程处理，将问题传递

给了售后部门， 会尽快给曹先生回复此事。成

都商报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

有用户质疑苹果公司产品质量和维

修环节存在问题，央视3·15晚会也认为苹

果公司在维修上对中国消费者区别对待

（在美国直接更换整机， 而在中国还会保

留旧机器的后盖）。但也有很多消费者认

为苹果是良心企业，值得信赖。

电脑崩溃免费换硬盘：

因为这电脑是在美国买的？

微博网友“成都蔡鼎”讲述了他的

亲身经历。赴美留学的蔡先生去年8月在

美国购买了一台Mac （笔记本电脑）。去

年年底回成都后， 他请朋友为电脑安装

Win7系统， 结果硬盘崩溃， 电脑无法开

机。 由于没有将任何购买单据和保修卡

带回国， 蔡先生只有求助位于成都万象

城的苹果直营店。 没想到苹果直营店在

查看机身的序列号后， 二话没说就收下

电脑免费更换硬盘。

由于蔡先生即将要赶飞机去美国，店

员表示会考虑这一特殊情况，将蔡先生的

电脑列为第一个进行维修。第二天一早蔡

先生拿着身份证取件，惊喜地发现不仅机

器修好了，所有软件都已更新。

成都商报记者致电苹果400电话了解

到， 包括Mac，iPhone和iPad等苹果产品在

本地都享受一年有限保修，并根据所在地

有附属要求。比如，在中国香港购买的苹

果产品，苹果直营店会要求你维修时携带

港澳通行证。如果消费者希望得到更长时

间的质保，则需要多掏腰包购买AppleCare

维护计划（延长保修服务）。

一年有限保修：

苹果维修不符合三包标准？

苹果的一年有限保修，无法达到国家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制订的三包服务标准。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购买手机和电脑的消

费者都应该享受整机保修一年，主要部件

保修两年的权益。苹果的现行做法是整机

和主要部件都只保修一年。

一年有限保修是苹果电脑公司在全世

界大多数国家施行的维修政策， 但也有例

外。如韩国iPhone用户购机一个月内发现产

品瑕疵，苹果公司将免费更换新机。就在一

周之前， 苹果在澳大利亚也改变了保修政

策，将此前的12个月保修改为24个月保修。

苹果电脑公司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质

疑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能否给予消费者“主

要部件保修两年”的权益，美国消费者购

买苹果手机，在质保期内遇到故障可以免

费更换一部新机，而中国消费者遇到同样

情况，苹果售后会在保留消费者原后盖的

情况下，将其他部件整体更换。至于更换的

是新部件还是翻新部件，苹果未予保证。

苹果新换屏幕“叠影重重”？

Mini买成2498�换屏却要1600

市民武先生最近遇上一件奇怪的事： 刚刚

在苹果直营店维修过的iPhone� 4S手机屏幕居

然出现重影。从武先生提供的截屏图可以看到，

手机屏幕上方出现一行原本没有的数字1:42，

标识“中国移动”的地方有明显的重影，看上去

像两个“中国移动”叠加在一起，除此之外，信

号、蓝牙、电池电量、锁屏的标识都是双重显示。

“苹果售后人员告诉我除了后盖， 整机都换新

的，为什么新屏幕还会出现重影，他们给我换的

是全新的主板与屏幕吗？”

半个月前，武先生的iPhone� 4S关机键出现

问题， 他拿着手机来到苹果成都唯一直营店万

象城店维修。 工作人员表示武先生的手机在质

保期，按照苹果中国官方的维修条例，除了手机

后壳，其他都换新的。武先生在电子版维修确认

单上签字后，工作人员将手机交给了售后，在等

待4小时后，武先生拿到了维修好的手机，没来

得及细看，便匆匆离开了万象城店。等晚上回家

时，武先生发现新换的手机屏幕有重影，令他十

分不解，“本来只是一个小小home键的问题，不

见得要换主板换屏幕，他们看似很大方，说是全

换新的，结果屏幕还出现这种问题，这让人如何

相信苹果的维修承诺？”据武先生透露，在整个

维修过程中， 工作人员并没有出示任何纸质单

据，“我只记得在ipad上签字， 具体的条款也没

法细看。”

因为手机还在质保期，武先生享受到了

免费换机的维修服务，不过对于那些手机已

经过了一年质保期的用户来说，他们不得不

为高额的维修费用买单，因为不论手机是什

么毛病， 苹果一律不换配件， 只整机更换，

维修费用从1198元到1698元不等。武先生刚

换的屏幕就已出现重影，他质疑苹果手机换

给他的配件是否是全新的，如何保证配件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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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15期间， 苹果iPhone手机、iPad平板

电脑的屏幕易碎、维修昂贵成为3C行业投诉最

为集中的话题，很多用户抱怨“手机买得起修

不起”。这不，成都市民李先生就遭遇了类似事

件。

今年春节期间， 李先生在苹果官网上购买

了一台苹果iPad� mini平板电脑，价格为2498元。

3月7日晚，李先生在使用mini时，不慎把手往屏

幕上一压，没想到这一压，顿时就把屏幕的内屏

压出了一道裂痕， 致使屏幕的顶部无法正常显

示。第二天，李先生带着mini前往苹果万象城直

营店进行维修，工作人员在检查后，确认产品是

因为硬物挤压造成的内屏破裂， 需要收取1600

元进行维修。

在听到苹果工作人员的说法后， 李先生认

为1600元的维修费用太过高昂，“原价才2498

元，修个屏幕就要花总价60%以上的费用，太贵

了，完全可以再加几百块钱买一台新的，一点儿

都不划算！” 同时，他也觉得很委屈，自己并没

有使用蛮力，只是手略略使劲压了一下，就把屏

幕弄破裂了， 他觉得这只能说明苹果的质量有

缺陷，产品的抗挤压能力不够，希望苹果对此有

个说法。

不同地区销售的苹果产品 享受的保修标准各异

同样的苹果

不同的待遇

另一种声音

采野花喝山泉

勤快的蜂酿好蜜

买够网青川老巢崖蜜首日热销200余瓶，

快拨打86626666认购吧

青川老巢崖蜜认购须知：

规格：500g� �原价：128元 推广价：98元

一、网络认购（免配送费）：登录买够网（mygo.cheng-

du.cn），选择红旗连锁提货点，成功下单后您将会收到一条

确认短信。

二、电话认购（三环内认购两瓶或以上免配送费），拨打

028-86626666，告知您的订购数量、联系方式以及送货地

址。

三、配送时间：下单后72小时内到货。

曹先生的维修单曹先生的手机拆机图

苹果手机重影

老巢崖蜜

买够网指定老巢

本报对苹果手机维修问题所做的报道

３

热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