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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一千多元 买到廉价电脑
女学生到家后发现上当 店家以无证据为由拒不退货
大学生小徐在北京百脑汇购买了一台联想电脑，回家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
要的新型号，而是便宜了不少的一款电脑。 在她要求退货时，卖家却以收据上没有写明
具体型号为由，坚决拒绝退货。 对此，商场负责人称，因消费者没有实际证据，很难判定
孰是孰非。 最终在北京晨报记者介入后，卖家给更换了另一台配置稍好的电脑。

买电脑陷连环套

小徐在新学期开始前到北京
百脑汇买了一台联想电脑，本想开
心地带去学校，结果回家后打开电
脑一看，发现与购买时卖家说的型
号完全不同。
“我原本到店里看中的是一台
戴尔电脑，但付款后，卖家又跟我
说，每年要花很多钱绑定银行卡注
册。在我提出退货后，卖家说已经打
开，不能退。”看到小徐很生气，卖家

又表示，只要再加几百元，就可以在
店内换一台其他品牌无须绑定银行
卡注册的电脑。“他给我介绍了联
想 Ideapad700，我觉得还不错，就
又补交了几百元。因为怕出事儿，
我还让他在收据上标明电脑型号，
但他们只写了 Ideapad。”因为在
这家店已经耗了两个多小时，小徐
和哥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就未
做检查离开了百脑汇。

回家后，小徐发现电脑并不是
之前承诺的 Ideapad700，而是同
系列的另一款电脑 Ideapad100。
“当时还说优惠了 200元，没想到
竟是骗我们的，这台电脑在京东早
就下架了，淘宝上也只要 2900元，
他却收了我们 4400元。”小徐很气
愤地告诉记者，买电脑的钱是她打
工辛辛苦苦赚的，没想到被商家如
此欺负。

现在要是有任何问题就找销售
经理。”当时接待小徐的销售人
员说。
而销售经理表示，电脑一经
售出，无质量问题不能退货，并
反问：“ 不是你要的货，你为什么

要拿走？”被问及价格比网上价
格高出 1000多元的原因时，该
销售经理表示：“ 我们是议价市
场，同意这个价格你就拿走。再
说了，我们实体店比网上贵个千
八百元很正常。”

服务中心投诉，是可以退货的。”工作
人员提示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
应当要求卖家提供准确的货品名
称、价格等信息，这样在发生纠纷
时，可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
在记者介入后，商场同意从中
调解，最终卖家同意为消费者换一
台配置稍好的电脑。昨天，记者就

此事致电“12315”消费者协会，客
服人员表示，如果有票据或其他证
据证明货品不对，可向消协投诉或
走法律程序，如果没有证据，只能
建议买卖双方自行协商。

店家坚持不退货

2月 16日下午，记者随小
徐一起来到百脑汇二楼与卖家
进行沟通。销售人员承认电脑是
他卖给小徐的，但不承认当时卖
的是 IdeaPad700，“ 是你说不要
戴尔，强烈要求换成联想的，你
商场只能帮协调

与商家协商无果后，记者随小
徐一起来到位于三楼的百脑汇服
务中心。商场负责人表示，因消费
者没有证据，商场无法判断孰是孰
非，只能靠买家和卖家自行解决。
对于最初所购戴尔电脑还没
拿到手就不给退货的事情，工作人员
表示：
“这属于强买强卖，当时应该到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实习记者 杨亦静 记者 康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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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二环主路匝道变身“大巴停车场”
违停车辆多为旅游用车和公司班车

交通事故报警台表示将尽快派人处理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郭

据市民吴先生反映，右安门西
侧进入南二环主路的匝道上常停
满大巴车，导致车辆和行人通行困
难。昨天，北京晨报记者实地探访
发现，匝道上俨然成了“免费停车
场”，约 300米的道路一侧停有 20
多辆大巴。经调查，车辆多为旅游
团和公司班车，长期停放于此。记
者向 122道路交通事故报警台反
映后，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交通
队到现场处理。
昨天，记者在右安门西侧由东
向西行驶的匝道上看到，不少车辆
由此通过进入南二环主路。但这条
原本可供两辆车并排行驶的道路，
如今却有一条车道上停着多辆大
巴车。沿路细数，记者发现这条约
300米的道路上停有 20多辆大
巴，而路面上并未划有任何停车标
识，周围也不见司机的踪影。
“大巴车可以随意停？本来挺
宽敞的路，现在只剩了一条道。”住
在附近的吴先生抱怨说，大巴车常
给人“添堵”，此前他曾向交管部门
反映过，但未见处理。“有时公交车
进站停车，后面的轿车就得等着，
丹）

高峰期时常造成拥堵”。记者注意
到，特 3、395、458路等多条公交
车的“右安门西”站设置在该路段，
经常在此等车的李女士称，此情况
已将近一年了。
走访期间，一辆白色大巴车停
在靠近二环路口的位置，记者上前
询问司机得知，该车为某单位班车，
“早晚各跑一趟，然后就停这儿，没
人管。”司机手指后面说，
“其他公司
的班车也在这儿停。”记者根据另一
辆大巴车上留下的电话拨过去，对

方自称是某旅行社的司机，对于能
否在此停车，对方表示，
“不清楚，但
公司说可以停在这里。而且停半年
了也没人找我，应该没事吧。”
除该路段外，记者在进入南二
环景泰桥由东向西行驶的匝道上
也发现了类似情况。随后，记者向
122道路交通事故报警台反映情
况，工作人员记录后表示，将尽快
安排交通队到现场核实情况，并进
行处理。
郭丹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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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山中连夜救援被困爷俩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
下山。随后通过另外一条进
静姝）2月 16日 17时 38
山道路，上至半山腰时，已
分，怀柔消防支队国际会 经可以看见被困者手机闪
都中队接到指挥中心的 烁灯光，可前方的山路再次
调度命令，有游客在怀柔 被悬崖阻隔，无奈官兵们只
区箭扣野长城迷路，无法 能再次下山。
之后，救援人员又找到
下山，需要立即前往救
助 。中队搜救人员立即 一名熟悉当地环境的村民，
携带山岳救援装备、食物 由两位向导带路再次上山
饮水 以 及 医 药 品 出 动 1 开展地毯式搜索，经过近两
部消防车 6名官兵迅速 个小时的艰难搜救，凌晨 2
赶往现场救援，经过连 时 48分终于寻找到了被
夜的 搜 救 ， 昨 天 凌 晨 4 困人员。经了解，被困者为
时许，被困的一对父子 父子两人，两人年龄分别为
61岁与 34岁，一家三口来
被救下山。
接警后，中队官兵到 北京自驾游。上午 10时左
场，经与被困人员和属地 右，父子俩在未携带食品、
派出所沟通了解后得知 饮水等装备的情况下爬野
有 两 名 游 客 被 困 山 上 ， 长城，13时左右开始下山，
但无法准确确定其具体 但一直未找到正确的下山
路径，直到 17时左右，在
位置。
消防员们在山下通过 山下等待的母亲拨打了救
与被困者电话沟通、微信共 援电话。救援人员给他们
享位置、手机闪烁灯光等方 补充了饮水、饮食后原路
式，最后初步确定了被困者 返回，为了确保安全，救援
大致方位，随即展开救援， 人员采取“1夹 1”的行进
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官兵 战术，搀扶着把他们安全
们上至半山腰通过一边走 带到了山下。
昨天 4时 10分，中队
一边喊话的方式，沿着被困
者手机闪烁灯光的方位前 官兵成功将被困游客护送
行。但无奈前方的山路被 至山下并交接给属地派出
悬崖阻隔，官兵们只能暂且 所的民警。
老旧废弃平房起火未伤人
易房，塑料布已经很陈旧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记
了，一下子就烧了起来。幸
者 汪慧贤）昨天早上，东城
区东兴隆街 156号院内一 好消防队员来得及时，这里
处废弃平房发生火灾。北京 房子连着房子，真连片烧起
晨报记者赶到时，消防部门 来，后果不敢想”。据了解，
已封闭火灾现场。“火烧得 156号院内目前还有三户
很大，看着挺吓人的。”据附 居民。
“百米外能看到滚滚
近的居民介绍，消防队员及
时控制了火势，未殃及附近 的黑烟，烧了近 20分钟。”
房屋。目前，起火原因仍在 据附近建筑公司保安介
绍，事发时，他们提着灭火
调查中，无人员伤亡。
“大概 7点半，我正在 器前去帮忙，由于围墙阻
家里睡觉，听到外面喊叫， 隔无法实施作业。记者从
才知道院子里起火了。”住 东城区公安消防支队了解
户刘先生称，起火的平房长 到，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年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房 无人员伤亡。
屋正中有个塑料布搭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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