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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罗女士的遭遇并非
个案。住在犀浦镇的钟女士日前同样
遭遇了“被换”教练的烦恼。一个月
前，她用 2400 元从八九健身房四季
城店购买了12节拳击私教课。

钟女士说，健身房教练流动性
大，之前她买了 30 节私教课就更换
了 4 个教练，历时一年才上完，为此
她多了一个心眼。与八九健身房签订
合同时，她发现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
私教教练，要求予以明确。“当时教练
说，反正就是我给你上，不用担心。”
钟女士说，想到不过 12 节课应该很
快上完，就没有再坚持。结果，不到一
周，兜售课程的教练以培训名义离开
了，健身房更换了另外一名张姓教
练，上完一节课后，她再次被张姓教
练甩给另外一名教练。

这一次，钟女士终于怒了，“如果
再遭遇这个问题我要求退款。”最后，
换教练一事才作罢。

健身房教练流动性大，是业内共
识。“我来健身房4个月，已经走了2名
教练。”八九健身房私教张教练说，教
练都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另一名不
愿具名的教练透露，健身房私教都有
销售任务，一般教练课时费最高只能
拿到35%，如果业绩不达标只能拿到
课时费的10%，这样的收入结构给教
练带来巨大的压力。“上次离职就是因
为业绩不达标，三年换了5家健身房。”

据锦江区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
护科科长戴庆介绍，一个健身房的地
址更换或私教辞职等，可能同时引起
十几人的集中投诉。“而这些一般都
不会在合同中约定，容易引发纠纷。”

微信群发：
儿子过生索要红包并公开晒出

网友“小雨点”曝料称，他和肖
某某并不认识，只是同在“普格县民
意群”，一个督促党政机关及时办理
群众热点、难点问题的微信群。几个
月前，肖某某以食药工质局工作人
员身份私下加他为好友，但两人从
没聊过。8月5日上午，他突然收到
肖某某索要红包信息，感觉莫名其
妙就没理睬。下午，几个朋友一块儿
吃晚饭，才知道多人收到该信息。

有截图显示，肖某某从8月5日
上午开始，陆续晒出所收到的红包。
截至 8 月 6 日，总计晒出 37 个红包
截图，总金额4605.67元。最大金额
666.66元，最小金额50元。

他还留言感谢大家祝福，并称
其余已收红包就不一一晒出来了。

网友直言：
讨要红包会带坏社会风气

从“小雨点”提供的几张截图来
看，一名和肖某某并不认识的网友
在收到讨红包信息后给了6.66元，
并提醒作为公职人员，群发讨要红
包影响不好。但肖某某回复：“哈哈，
不好意思，儿子生日，第一次群发，
真感谢，都没认识你。”

“家家都有人情往来，以前请客
还要出点宴席成本，现在直接要红
包，一分钱不花就坐在家里收钱。今
后大家都仿而效之那还了得。”肖某
某的做法，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不
满，表示作为公职人员，在微信上高
调讨要红包有索贿嫌疑不说，还带
坏了普格地方上人情往来风气。

纪委回应：
索要红包基本属实，已立案调查

普格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沙志明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14日早上看到这
一消息后，县纪委第一时间成立了调
查组，并立案调查，肖某某群发索要
红包的行为基本属实，累计收到红包

100多个，初步统计共有5200多元。
沙志明说，肖某某还很年轻，

2015年考上工作岗位，是凉山州盐
源县人，其所收红包主要为盐源老
家的亲戚朋友和部分同学所发，也
有少许陌生人向其发了红包。目前
纪委已经冻结肖某某的银行账户，
具体收受了哪些人所发的红包，正
在一一核实。肖某某涉嫌违反公务
员处理条例的廉政纪律，具体查实
后将作进一步处理。

凉山州纪委负责人介绍，2016
年 6 月，凉山州纪委和州委宣传部
联合开办了舆论监督栏目“清风快
线”，目的就是加强各级党员干部、
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八项规定情况的
监督，肖某某群发消息索要红包的
事情就是网友直接向“清风快线”曝
料的。

当事人回应：
“自己意识淡薄，
主动联系亲戚朋友清退”

8月14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电
话联系到肖某某，他称当时并没有意
识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一时高
兴，就发出去了，“主要还是自己意识
淡薄”。肖某某表示，纪委找到他后，
他对收到的红包作了主动交代。

肖某某表示，8月5日发布的为
满周岁儿子“讨要红包和祝福”，本意
是发给亲戚朋友，一开始挨个儿给亲
戚朋友发了信息，后来觉得太麻烦，
就直接群发了，他觉得反正不认识的
朋友也不会发，也就没当回事。收到
的红包主要是老家的亲戚朋友，还有
部分同学，有几个不认识的朋友也给
他发了红包，但金额都不多。

肖某某透露，8 月 14 日早上看
到网上有关他索要红包的信息后，
主动联系了亲戚朋友逐一清退，大
概退掉了三四百元的时候，县纪委
找到他，要求暂时不能退，要先做进
一步调查核实。
杨玲玲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江龙

儿子生日群发微信索要红包
凉山一公职人员被纪委调查

“求祝福，儿子生日，提前一天过……领导朋友亲戚些，发个红包祝福
他，感谢！”8月5日上午，一名微信号为“biaoge148888”的凉山男子以儿
子过生为名，通过微信群发消息索要红包和祝福。并在随后的10多个小时
公开贴出陆续收到的红包，截图显示总计4605.67元。

8月14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凉山州普格县纪委得到证实，该男子为普
格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花山乡监管所工作人员肖某某，目前纪委
已展开调查，初步查实肖某某累计收到红包5200余元。

今年 2 月 9 日，罗女士以 3600 元
从动力雄健身天府国际店购买了12
节塑形减脂的私教课，一节课 300
元。感觉教练不错，4月20日和5月4
日，罗女士又分别购买了18节课和
24 节课，这两次为 280 元一节课。3
次总计54节课，花费1.53万元。

“感觉这个教练教得不错，后来
再买就是冲着他去的。”罗女士说，
今年6月，私教突然微信告知因为公
司管理层调整，他辞职了，健身房会
重新给她更换私教。

“这点我肯定不同意，原来的教
练已经带我23节课了，各方面都比
较熟悉，不管是身体状态还是上课
节奏。健身房说换就换，不提前告知
和商量。”罗女士说，既然健身房无
法再提供跟原来一样的服务，就该
把剩下31节课的款退回。

根据罗女士提供与动力雄健身
天府国际店的私教课程协议，上面

明确私人教练为刘志鹏。
罗女士告诉记者，健身房拒绝退

款，经过几次协商，最终答应退款30%。
“我都不要求他们全部退款，但是不能
这么少，不能低于60%的额度。”

双方协商失败。8月14日，罗女
士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投诉。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致电动力
雄健身天府国际店总监肖邦，他称

“换教练的事情我们提前告知了”，
随后便拒绝了采访。公开资料显示，
动力雄健身天府国际店隶属成都动
力雄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但该公司
所公布的所有电话都无法接通。

记者又联系上罗女士的私教刘
志鹏，他告诉记者，因为健身房换了
管理层，自己被迫辞职，同时辞职的
教练有 8 位。并称自己有 20 多名会
员，辞职之前告知罗女士可以跟健
身房协商换一个教练，如果不想更
换只有退款。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陈小
虎认为，这是由于健身房单方面原因
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健身房
应该按照课程折算全额退款。既然健
身房无法提供跟原来一样的服务，理
应按课程折算退款，建议双方先协商。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健
认为，这是健身房根本性违约。“从范
围来说，这是一份服务合同，健身房
提供健身场所、健身设备和健身教
练，但是罗女士签订合同最重要一点
是健身教练，可能只有这个教练能提
供她想要的服务。”蒋健说，从这个方
面来说，这是一份有着特定人身属性
的合同，并且在合同中有了明确约
定，为此，如果健身房要更换教练，必
须征得罗女士的同意，如果罗女士不
同意，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

戴庆还建议，在预付费消费中，因
为没有合同或者合同细节约定不清容
易引发纠纷。“消费者要有契约意识，
任何消费不能靠口头承诺或者一张卡
就作为凭据，而是要有合同作为依
据。”如果健身房提供的是格式化合
同，可以要求增加附加协议，就容易出
现纠纷的地方，如健身房更换地址、教
练出现更换等细节进行约定。成都商
报记者 钟美兰 颜雪 实习生 陈薪屿

健身房私教流动性大 私教被更换并非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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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进入四川市场
八成以上顾客成为回头客

据《四川省类风湿关节炎白皮书
（2016）》上显示：2014年四川总人口
为8140.00万人，即32.56万人患有类
风湿关节炎。《类风湿白皮书》调查显
示，四川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年龄
15岁~83岁，其中女性占76.8%，男女
比例为1：3.3，并有52.3%类风湿患者

日常活动受限。
结合四川患者需求量大和区域

环境特性，葛洪桂龙药膏于2014年
进入四川。经过四年的发展，葛洪桂
龙药膏目前已在四川全省入驻了
15000 家 药 店 ，在 成 都 区 域 内 也 有
6000家。

药店是否具备口碑
这是入驻的首要标准

四川总共有大大小小3万多家药
店，连锁药店占其中的四分之一。在问
及葛洪桂龙药业在开药店时有着怎样
的标准时，市场部总监余绍军说，第
一，真正是当地人心中的好口碑；第二

是有规模的连锁药店；第三是售卖的
药品是否质量过硬。

制胜：抢占市场先机
秘诀：“做好服务”

在进入市场之初，为了更好地服
务患者，葛洪桂龙药膏做了大量的市
场调查，希望更加切合本地人的用药
需求，到药店现场为消费者讲解药品
的功效、如何治疗失眠、如何缓解风湿
病，并邀请专业的营养师到小区，为大
家讲解如何调理饮食，受到了居民的
欢迎。

因为药店的密集分布，市场与消
费者对药品提出更高的要求——质

量过硬。经过对四川全省整体药品市
场的走访，筛查数据，并结合一些地
区特性，经过四年发展终于打开了
四川市场，也赢得了顾客的认可。同
时顾客对产品也增加了信赖感，其
中有八成顾客成为葛洪桂龙药膏的

“回头客”，并把它推荐给了家人与
朋友。

据统计，购买葛洪桂龙药膏的消
费者年龄段多在30岁~80岁。为了更好
地服务于这些群体，葛洪桂龙药膏配
置有专门的服务人员送货上门。之所
以会配置专门的服务人员，是因为其
一直秉承这样的经营理念：用心去做！
服务好客户！

未来：药店整合发展
用质量赢得发展动力

今年是中国药店连锁化的第22个
年头，我国药店行业并购重组进入井
喷期。如何在行业洗牌和专业化转型
的双重夹击下谋得一席之地，成为当
前连锁药店绕不开的课题。

药品与药店的发展可以说是相辅
相成的，药品的规模不断扩大，也离不
开药店这个载体，当药店行业发生改变
时，药品也会随之带来压力，但这也成
为药品前进的动力。坚持质量第一，顾
客至上，这是葛洪桂龙药膏能够在四川
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杨乔）

公元1076年，大名鼎鼎的改革家
王安石创设一家“太医局熟药所”，可
以说它是现代中药店的前身。在药店
这个行业中，几百年来，众多品牌沉沉
浮浮，优胜者生存下来，而不适应者自
然被淘汰。不断又有新来的品牌进入，
老品牌出局，由此形成了格局。

90年代末期
国有药店雄踞市场
另有少数单体店

在上世纪末期，那时候的市场基
本还是以国有化药店为主，另有一些
私人的单体店。

2001年左右
药店行业发生重大改变
民营药店进入四川市场

最早的药店连锁化是从1995开始
出现的，海王率先在深圳兴办连锁药

店——海王星辰，由此标志着中国药
店行业进入连锁时代。接下来的几年
内，我国药店行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
改变，允许民营药店进入市场。

百信药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百信
药业连锁作为成都本地的企业，对成都
本地是比较了解的，随着百信药业门店
数量的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以加盟店
的形式入驻的连锁药店新模式。

2016年
外来多个品牌看好成都
纷纷“挤”进药店圈

因为嗅到成都药店行业市场发展
的潜力，2016年这一年，有多个外来的
药店品牌连锁加入到成都药店大军中。

一心堂药店集团川渝大区总经理
杨雄奎介绍说，早在2004年就进入四
川攀枝花的一心堂药业连锁，于2014
年进入成都，“我们接下来的战略重心

将转到川渝药店市场，也非常看好市
场未来的前景。”

好药师川渝大区总监张祥介绍
说，成都作为中国西部的核心，拥有大
量的外来人口，好药师从去年进入成
都，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铺开了
13家门店。

对于大批外来药店连锁企业进入
成都市场，红旗连锁董事长曹世如认
为，品牌不分地域，做药店一定要做良
心药店，并用心把基础做扎实。

未来的药店行业将如何发展？
连锁药店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先
后尝试了多元化、药妆、电商等新业
态。以好药师为代表的药店新型连
锁在2017年试水智能化药店，即在
药店内实现移动端药店，相信未来
的药店行业，将以一种新的模式出
现在大众面前。

什么是
百强金口碑药店评选？

2017年7月17日，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依托强大的群众力量，评选出成
都市民认可的百强金口碑药店，并与
成都市民一起打造一张真正由市民
决定的金口碑药店精准寻医地图。

在评选过程中，为了寻找真正的
“百强金口碑药店”，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面向社区征集“市场观察员”，通过

一周时间的征集，共征集到20名观察
员，分为三个小组前往三家药店，亲
自体验药店的服务、药品与环境等，
实测药店。

成都两千多家药店参与活动
赢得点赞总数上百万

由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发起的“打
造成都首张药店地图”评选活动，从7
月13日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共有2059
家药店参与评选，赢来了一波又一波

争先恐后的投票高潮。华杏大药房从
最初的二十几名，目前一跃成为第五
名。多家药店的名次也在不断发生变
化，究竟最终会是谁家夺冠呢？

“百强金口碑药店评选”投票仅
余4天。截至8月14日中午12点，访问
总数2618002，共有921759人次参与
点赞，活动投票阶段将会一直持续到
本周日8月18日24点截止，之后就将
进行“百强金口碑药店评选”的专家
评审阶段，同时百强金口碑药店也即
将出炉，敬请期待！

外来户入驻本地四年 服务是立足的标配
葛洪桂龙药膏强势入驻四川，开了15000多家药店

从熟药所
到移动端药店

百强金口碑药店评选 最后4天投票
究竟谁是老百姓心中的好口碑？

什么是金口碑药店？不同的人相信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离家近，有人认为服务态
度佳，有人认为药品齐或价格实惠……

在家人有购药需求时，一直期待最快最精准地找到药品种类齐全、服务高效、价格实惠的
零售药品，是不少人的共同愿望。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掏出手机动动手指，就能找到最适合的
药店，一网打尽所有信息：哪家药店24小时营业，药最便宜，服务最优质……市民可以一键导航
精准寻药，我们期待这样的事能变成现实。

葛洪桂龙药膏于2014年进入四川市场，充分结合当地
的市场需求与消费者对药品的要求，经过了四年左右的发
展，也赢得了消费者认可与信赖。

市场部总监余绍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