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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换了仨店名——“换汤不换药” 美发卡想继续用——“充值不断流”

市民疑陷美发店预付卡充值套路
天津帮办
帮办热线23602777

市政府办公厅、津云新媒体《政民零距离》栏目与天津日报舆情中心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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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米长马路9个月修不完
东丽区住建委：将督促施工单位，预计8月竣工

■本报记者韩爱青文并摄

■本报记者刘连松

京东商城虚标液晶电视尺寸，欺诈消
费者的情况，经本报持续跟踪报道后，引发
社会各界关注。中央广电总台、新华网、澎
湃新闻纷纷采访、跟进报道，相关媒体报道
的阅读点击量达上百万次。与此同时，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热线电话23602777
投诉到本报，消费者田先生提出建议，希望
京东主动公开问题电视销售情况，召回所

有问题电视并赔偿，公开赔礼道歉。
消费者田先生表示，京东商城卖的大尺

寸电视，屏幕大幅缩水，甚至是三无产品。现
在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此事，更多的消费者
发现上当受骗。京东商城这些不法商家的单
个商铺成交量就达到近万台，但是，发现上当
受骗的消费者，毕竟只是少数。而京东商城
作为平台提供者，对这些产品的成交量和成
交情况了如指掌，目前，京东仅仅是下架了所
有问题产品，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行动，销售

问题产品的经销商，获取的非法利益并没有
受到触动。

田先生代表众多消费者提出要求，希望
京东商城主动公开问题电视销售情况，在消
协等部门的监督下，召回所有已经销售的问
题电视，依法对广大受害消费者进行赔偿，并
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陈云奎介
绍，天津市消费者协会高度关注媒体曝光的京
东问题，已对京东涉嫌欺诈消费者一事启动专

项调查，3月10日向京东发出调查函，要求其
限期回复。“近日，京东商城已经向天津市消协
回函。函件中，京东确认了田先生投诉京东商
城耀扬电器专营店的情况，经核实，该商家向
客户交付的电视机实物，不符合150英寸超高
清4k智能防砸版屏幕标准。”陈云奎表示，天津
市消协目前已经陆续接到消费者多起相关投
诉，下一步将继续履行消费者协会公益职责，
根据消费者投诉情况，考虑进一步约谈、劝谕
等方式，继续督促京东商城整改。

▼ 读者来信

▼ 记者调查

揭示欺诈行为
维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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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商城涉嫌欺诈消费者》后续 中央广电总台、新华网、澎湃新闻等媒体跟进报道

得知患者难以动弹，北辰医院杨文华主任带队到患者家中义务诊治——

您不方便，我们送医上门

领世环路坑洼难行

照片由院方提供

天津日报：
我常年在河西区解放南路富裕广场小

区底商“标新美容美发店”美容和美发，该
店是我市知名美发连锁企业，且店长告知
我该底商产权为店家自己所有，绝不会出
现人去楼空情况，作为长期顾客，办会员卡
比较合适。我和店长店员都熟，当场办了
张面值1万元会员卡。

2019年5月左右，我发现该店名变为
“凤语凰美发店”，进店后发现店员大部分没
有变动，新店长告诉我，该店是“标新美发
店”与“凤语凰美发店”合营，致力打造成“标
新店”升级版，同时在和平区荣业大街和河
西区中豪世纪花园各有一处分店，“标新店”
办理的会员卡，再次充值（最少充2000元），
可在三家店通用，若不充值则要限期用完，
我与店长多次交涉后，被迫充值1000元。

2020年 10月，我发现该店再次改为
“爱秀造型美发店”，新店长告诉我，他们是
北京一家美发企业，刚接手“凤语凰店”，之
前的会员卡都可用。12月，店内工作人员
告知，原会员卡将过期，需再次充卡（最低
充值2000元）方可继续使用。此时，荣业
大街店已不再为持有“凤语凰”会员卡的消
费者提供服务，中豪世纪店关门，只剩富裕
广场店仍可持卡消费。

我感觉陷入“充值套路”，美发店每隔
一段时间就“易主”，要想继续使用预付卡，
就要充值，卡内钱永远用不完，不断续费。
据我了解，存在同样情况的消费者还有好
几百人。美发店每隔一段时间就卷钱走
人，然后逼消费者充值，几乎成为行内普遍
现象。消费者权益，谁来维护呢？

市民小洁（化名）

记者近日来到爱秀造型美发富裕广场
店，店内营业执照显示为2020年 8月办
理，注册公司是天津河西爱秀凤美美容美
发有限公司。店长告诉记者，爱秀是一家
新店，与上一家“凤语凰”没任何关系。当
初接手该店时，本着为周边居民服务和留
住客户的想法，继续为会员服务。客户持
“凤语凰”会员卡，可用到2021年5月，若
超期不续费，会员卡将作废。
记者通过“企查查”查询，位于富裕广

场的这三家店的注册公司分别为天津市标
新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天津凤语凰美肤科

技有限公司、天津河西爱秀凤美美容美发有
限公司，三家为不同法定代表人，彼此不持
股。其中，“天津凤语凰”于2018年9月注
册，2020年7月注销。

记者联系到天津市标新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邢绍鸿，他说富裕广场店因股
东问题，无法经营后，转给天津凤语凰美肤科
技有限公司，双方当初有协议，“凤语凰”要继
续服务好“标新”老会员，直到卡内余额用
完。“‘凤语凰’要求会员充值才可使用卡内余
额一事我并不知情，后续问题也没人告知
我。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标新会员如遇到
这个问题，我可以去找他们协调。”“标新有多
少会员转到凤语凰？会员充值余额是不是也

转给了对方？”对这个敏感问题，邢绍鸿采取回
避态度，“我是标新发起人，目前还有几家店在
经营，之前富裕广场店法定代表人不是我，也
没参与直接经营，对具体情况不清楚。”

记者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找到天津凤语凰
美肤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才红电话，打
通并询问对方：“您是凤语凰法定代表人吴才红
吗？”当对方获悉记者身份后，立刻回答“不是”，
并挂断电话不再接听。通过“天眼查”，记者找
到吴才红另一个电话，多次拨打无人接听。

记者又与天津河西爱秀凤美美容美发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屈炳兵取得联系，他说
“凤语凰”经营不下去后，他们接手并留下部
分员工，同时承接会员服务。“‘凤语凰’会员
系统虽然在我们手里，但会员费用并没转给我
们，总共承接会员量大概有几百人吧。”屈炳
兵表示不清楚具体数字。“那您这样做不是赔
本吗？”“我们开新店也需要客源，我们继续为
会员服务就是为留住客户，发展自己的会
员。”“消费者认为不断换新店，人员不变，一
直要求充值，是三家店为收会员费玩的‘套
路’。”“你们可以查，这三家店无论是法定代
表人还是股东，没有一点儿关系。”

屈炳兵说，只要是会员系统可查到的会
员，他们一定服务到底，不要求充值才服务。
消费者反映“须充值才消费”情况，不排除是个
别员工为追求业绩的个人行为，一旦发现将严
肃处理。屈炳兵说，与“凤语凰”签订转让合同
时，写明会继续服务会员，若涉及退费问题，则
需找“凤语凰”。记者提出看合同，对方表示合
同在北京总部，短时间内无法调出。

一个小美发店，两年换仨店名，背后利益
何在？是老板们不赚钱，赔本关门；还是老板
们机关算尽太聪明，吸金后金蝉脱壳，让消费
者不断充值，陷入“预付费陷阱”？一个小小的
美发店，或许藏着“大套路”。市民们希望该现
象能引起执法部门关注，让老板们在闪展腾
挪、拿消费者“开涮”时，也套上一个法律“紧箍
咒”。本报将跟踪报道此事。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引起关注。
视频中，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戴着照明
灯，为躺在床上的小伙儿检查口腔。说
明文显示：母亲为重度脑瘫的儿子咨询
病情，因病人难以动弹，杨文华主任利用
休息时间到患者家中义务诊治。患者母
亲感动得流下眼泪。众多网友在该视频
下面点赞。

记者随即联系北辰医院得知，3月10
日，牛女士到该院口腔科咨询，出示有口腔
异物的照片，说替自己孩子来的。杨文华
说：“让患者自己来面诊吧。”牛女士面露难
色。原来，其子不能自主活动，个子又高
大，如果来医院，还得借助120。杨文华当
即决定上门送医。

3月20日，公休日。杨文华和该院副
主任医师孙路全、护士王金玲一起，来到牛
女士家中。检查比预料复杂。患者有些肌
肉萎缩，但已是25岁的小伙子了，在没办
法让他明白用意的情况下，想得到他的配
合不容易。三人刚到时，患者正在睡觉，张
口器放入口中那一刻，他立即察觉并一再
扭动。杨文华沉住气，继续操作。牛女士
一把抱过儿子安抚。检查成功进行。患者
口腔内的异物是个囊肿。征求家属意见
后，医生给出应对方案。家属感动之余，要
给治疗费，被婉拒。

3月29日下午6时许，记者来到牛女
士家采访。其子躺在卧室里，睁着大眼睛

乖乖地等吃饭。“他这几天挺好的，感谢医
生……”牛女士说，其子生下来被确诊为
癫痫，三岁确诊脑瘫，这些年为了孩子，她
和爱人去过不少医院。“孩子是自己的，我
们操心受累没怨言，但有时真的力不从

心。没想到医生主动上门，我们全家感动
到不行……”

记者还了解到，北辰医院主动上门送
医的情况屡见不鲜。2017年，天津理工大
学退休王老师儿女不在身边，因骨折治疗

出院后犯了难，接诊医生王磊利用休息时间
去老人家，帮老人换药、复诊，两个月风雨无
阻。据粗略统计，仅该院骨科，从2008年至
今，足迹遍布北辰、武清、红桥等区，主动送医
上门，服务患者近百人，出诊近千次。

■本报记者高立红

消费者督促京东商城 召回问题电视
公开涉假销售信息

■本报记者赵煜文并摄

市民王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他住在东丽
区汇莲馨苑，小区旁边有一条长约200米的道路，2020年7月，
这条马路突然被拦，开始破土施工，中间时干时停，直到去年11
月份，现场彻底没了人影，施工已经9个月，却仍未竣工。因小
区正门在这条路上，所有居民只能从侧门出入，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加紧施工。

3月18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汇莲馨苑小区和汇莲美苑小区
中间有一条被蓝色围挡围住的马路，宽约10米、长约200米。围挡
较为陈旧，不少地方被破坏，从缝隙中看到，马路已被刨开，土地裸
露，还有一些管道散落在上面。两名正在修围挡的工人告诉记者，
这条路属于市政工程，需要铺设许多管线，施工时间不短了。

王先生告诉记者，两个小区大概有1500多户居民，这条路
又是小区正门所在地。小区去年3月份交房，六七月份，正是业
主们装修的时候，马路却被围住施工，打听后得知需要修建排水
管网，说工期就三四个月，可到现在也没完工，就连干活的人也
时常看不见。

记者联系东丽区住建委基建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路
叫汇莲路，属于在建道路，马路一头连接津滨大道辅路，另一头
连接程永道，现在需要将两头的新老管道顺接，正在办理这两条
路的破路手续。因为冬季结构层施工会有一定影响，而且雾霾
天气比较多，重污染天气也是不能施工，所以从去年11月中下
旬到今年3月上旬几乎没有施工。

该工作人员表示，虽然长度只有200米，但属于全功能道
路，要在地下铺设雨水、污水、自来水、燃气等管道，所以施工起
来比较麻烦。将加紧督促施工单位施工，预计今年8月竣工。

■本报记者高立红文并摄

市民王先生近日向北方网“政民零距离”和天津日报热线
23602777反映说，他在西青区精武镇买的房子，津涞立交桥部
分“断头”不通，他每天到市区上下班都要绕行很远的距离。“本
来从地图上看没多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到，当初开发商也是
这样告诉我们的，可一绕行就没准了，加上早晚高峰，每天要在
路上耽误几小时。”

记者接报后赶到现场。津涞立交桥朝向西南有两截儿“断
头”。在立交桥上，拦了两个围挡，透过围挡的缝隙可见，里面有
部分风吹过来的垃圾。记者开车绕到桥下“断头”处看到，其中
一截儿断桥位于一条无名沟渠上方，河上有座危桥，桥帮已歪
斜，被人用架子支撑住，桥上停了两辆货车，还有一堆建筑堆
料。显然由于未来津涞立交桥的施工，此桥已无保留价值，而如
果津涞立交桥复建遥遥无期，此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另一处断头前，已然搭好八个桥墩，巨大的桥墩和伸出来的
断桥立在空地上，很是突兀。站在两截儿断桥下，均可见桥帮上
裸露的钢筋，枝枝杈杈地暴露在阳光下，多已生锈。王先生说：
“看着这些锈就觉着心疼，再不恢复施工，这截儿桥还能用吗？”

记者联系市城管委道桥事务中心。工作人员查了台账后
说，津涞立交桥尚未交接到道桥事务中心。记者又联系到建设
单位滨海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津涞立交
桥中断施工是受制于地上物拆迁问题的影响，被迫搁置，近来滨
海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属地政府加大力度推进相关事宜，
已然有了实质性进展。预计近期可恢复津涞立交桥的施工。至
于市民看到的钢筋锈蚀问题，施工单位有技术手段，不会影响到
将来的通行安全。

■本报记者高立红

津南区红磡领世郡领世环路与领世一大道交口附近坑洼成
片，居民出行难。近日，市民张女士向北方网“政民零距离”和天
津日报热线23602777反映说：“附近有多家幼儿园，路上这么
多坑，早晚高峰接送孩子太难了，经常堵成一锅粥……”

记者赶到现场，在领世环路与领世一大道交口看到，路口东
北角是华夏幼儿园，自此路口沿领世环路南行约100米是晓晓
幼儿园。两者之间的领世环路状况实在糟糕。自路口向南，路
面正中间，有一条长20多米、七八米宽的破损带，上面密密麻麻
布满了坑，坑的大小深浅不一，深的0.1米，直径1米多，小的有
两个碗口大，在这个条带上，没有坑的路面占比很少，而且没有
坑的路面也已粉化。

这条破损带西北侧，还有两个坑，机动车即使绕行，这两个
坑也很难避免。而在这条破损带南侧，前行两三米远，又有一条
横亘领世环路的破损带，约一米多宽。这条破损带明显低于路
面，车行至此颠簸不说，破损带上还有两个松动的井盖，其中一
个已翘起。

这条路本来是双向四车道，由于破损带占用了将近两条车
道的宽度，车行至此，都要在破损带两侧绕行，加之两侧路边停
有机动车，机动车只得挤占行人和非机动车通道，现场秩序混
乱。可以想见早晚高峰，行人通行有多困难。

津涞立交桥“断头”部分盼打通
滨海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近期恢复施工

呼声·随手拍海河回音

南开区复康路网球中心一侧护栏上，不
少废弃线缆凌乱悬挂，有碍市容观瞻。

本报记者房志勇

和平区河南路与四平东道交口人行
道上，一个四米多高的金属杆体倾斜，存
在隐患。 本报记者韩爱青

本报2020年12月24日刊发图片报
道，披露河北区桂江道人行道地砖缺失情
况，引起属地管理部门重视，已对缺失部分
重新铺垫完毕。 本报记者房志勇

河西区内江路与洞庭路之间青林大厦
门前马路上，有大量垃圾长期无人清理，污
染环境。 本报记者刘连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