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壁开裂
厂家消费者起争执

今年2月，赵女士突然发现
自家冰箱冷冻壁上出现了一条
将近1厘米宽的裂缝，就联系了
厂家总部申请维修，当维修人员
到她家里看过之后，告诉赵女士
已经无法修理，就离开了赵女士
家。之后，售后联系赵女士，因

为冰箱已经超过了质保期，前后
提出换一个价值5000元的冰箱
和旧冰箱2000元“卖”给对方两
种方式，赵女士均没有同意。

据赵女士说，她的冰箱是
2014年7月购买，当时价格是
12999元，后来优惠后以10999
元买回来。没想到仅仅用了4
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如此严重
的问题。赵女士还告诉记者，她
联系了厂家总部进行投诉时，总
部一位技术负责人告诉她，冰箱
可以修理，他们有办法可以粘
上，不处理的话裂缝会越来越
宽。但考虑到后期裂缝有可能
不断增多，赵女士还是坚持自己
更换冰箱的想法。

赵女士提出的诉求是，自己
可以补交1000元，换一台8000
元左右的冰箱，厂家售后给出的

方案则是补交5000元换8000
元的冰箱。听到这个结果，赵女
士很生气，自己花一万多元购买
的冰箱，本以为质量够硬，打算
长时间使用的，谁知道出现这样
的情况。赵女士称，目前这台冰
箱虽还能正常使用，但是裂缝越
来越长，目前已经将近110cm，
而且第二条裂缝也出现了。

开裂原因
各有各的说法

赵女士告诉记者，之前维权
的时候，厂家总部负责技术的人
联系过她，告诉她冰箱出现这个
现象是质量问题，而非个人行
为。当赵女士到店中选换冰箱
的时候，工作人员还告诉赵女
士，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他们以

前接到过消费者反映裂壁的类
似情况。

就赵女士的问题，记者拨打
了冰箱厂家客诉部路经理的电
话。当问及什么情况会造成裂
壁情况，路经理告诉记者，可能
由于内壁材质纯度不够，或者是
因为消费者使用碱性溶剂擦洗
内壁，就可能会出现裂壁情况，
具体这台是什么原因引起，他也
不能确定。

赵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并没
有清洗过内壁，事实上自己家也
很少用冷冻的功能。她认为，即
便是用洗涤剂擦洗，自己家用的
清洗产品能有多大的碱性呢，市
面上3000元的冰箱也不会轻易
擦裂吧。对于使用碱性溶剂擦
洗这个解释，赵女士也表示不认
可。

几经斡旋
事情终获解决

客诉部经理告诉记者，由于
公司有折旧规定，根据规定计
算，赵女士冰箱折旧费为8000
元左右。按照赵女士想要换成
8000元的冰箱，需要补交剩下
的费用，对此赵女士也很难接
受，明明是对方质量出问题，虽
然过了质保期，就要消费者承担
损失吗？对方的诚意在哪里？

对此，河南省家用电器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12315消费维
权专家团刘锁柱认为：“厂家用

的材料导致内壁开裂，属于质量
问题，厂家应根据消法，满足消
费者要求。我们会关注厂家解
决消费者投诉处理问题。欢迎
消费者监督我们家电行业！”

针对双方的诉求，记者与两
方进行了沟通协调，最后，冰箱
厂家同意赵女士旧冰箱抵扣
5000元货款，重新选择一款新
冰箱。赵女士对此方案也表示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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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冰箱用了4年内壁开裂——

维权记者斡旋 事情完满解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周京屹

花一万多给自己买个大冰箱，既气派又好用，现在很多人搬新家的时候都会这样想。但投诉人赵女士却因
为自己的冰箱烦恼不已。花一万多买的冰箱用了四年，冷冻室内壁就开始开裂，找厂家售后协调，虽然承认是质
量原因，但解决方案却不能让消费者满意。

3月1日，vivo旗下全
新子品牌iQOO召开新品发
布会，正式推出iQOO手机。

产品外观方面，iQOO
融入了“SpeedArt”的设计
语言，并加入超跑腰线、车轮
纹理、暗夜光轨、LED灯带
等元素，拥有电光蓝、熔岩橙
和骑士黑三种配色。

配置上这款新机全系搭
载高通骁龙855芯片，拥有
最高 12GB超大运存搭配
256GB超大存储，同时配备
4000mAh 大电池和 44W
超快闪充技术，息屏状态下
45分钟达到满电。同时加
入 了 vivoMulti-Turbo，
游 戏 空 间 和 Monster-
Touch压感按键等，为用户

带来全新体验。iQOO的强
悍游戏性能也得到了职业电
竞领域专业的认可，正式成
为2019KPL春季赛官方比
赛用机。在拍照上，则配备
了后置1200万双核像素主
摄、1300万像素广角镜头、
200万像素虚化摄像头三个
摄像头，轻松满足用户日常
拍照所需。

iQOO手机拥有不同的
配 置 版 本 ，其 中 6GB +
128GB 版本售价为 2998
元，8GB+128GB的版本售
价为3298元，8GB+256GB
版 本 售 价 为 3598 元 ，
12GB+256GB版本售价为
4298元，目前已经全渠道正
式开售。

经多年口碑验证，永乐电器
的“黑色星期伍”已成为每年春
季知名的营销IP活动，真低价又
直接让利。据了解，今年“黑伍”
将在3月8日开幕。

作为永乐开年大促首战，商
品品类涵盖广、活动力度大。活
动期间，永乐联合众多优质品牌
推出“满千减百”活动，购买彩
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厨卫、生
活小家电等多品类，满1000返
100，满3000返300，满6000返
600，多买多实惠（有机型限制，
详情到店咨询）。同时，为满足
消费者春季换新需求，永乐还特
别推出以旧换新最高400元的
优惠。更有购家电现场直补现
金1000元（需凭信用、花呗办理
电信99元橙合约套餐）。

2月28日，三星电子在
浙江乌镇举办了三星Gal-
axy S10 系 列 新 品 发 布
会。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
裁权桂贤表示，“三星Gal-
axy S10 系列几乎满足了
消费者对一款手机的全部
想象，它成为Galaxy的十
年巅峰之作，是三星的又一
里程碑。未来我们将继续
通过领先的 5G 技术和设
备，将真正的AI及 IoT技
术带到中国市场。”

三星GalaxyS10 系列
搭载了新一代7nm工艺高
性能处理器，运行内存最高
12GB、最高1TB的存储空
间，还有 IP68 级别防尘防
水功能，支持无线加速充电

2.0、无线共享充电技术、智
能Wi-Fi等一系列功能配
置。三星Galaxy S10系列
在软硬件方面，都达到了全
新的高度。

此次发布会上，三星首
款可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也同步亮相。同时，活
动上还发布了三星电子全
新智能平板电脑三星Gal-
axyTabS5e、新款可穿戴设
备三星GalaxyWatchAc-
tive 以及无线耳机三星
GalaxyBuds。设备间便捷
的相互联通功能以及愈发
完善的生态体验，为使用三
星Galaxy设备的用户们提
供了更加丰富精彩的移动
互联生活。

★吐槽渠道：
1.App 留言：下载大河客
户端，进入科技频道，打
开 315 维权帖，通过帖中
投诉渠道留言；
2.关注“大河 3C 俱乐部”
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微
信后台留言；
3.微博留言：关注大河3C
新浪微博后私信发送投
诉内容。
注：通过留言投诉的朋
友，记得注明姓名和联系
方式，方便记者联系。
4.电话爆料：
0371-65795637、
18037685131

大河报IT互联网消费调查

本次调查是为了解河
南IT互联网市场消费实际
情况而进行，调查结束后，
将在参与的读者中进行抽
奖，奖品为大河报订阅卡、
小米台灯、猎豹智能音箱、
智能可视门铃、智能体脂秤
等。为方便领奖，请答题后
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参与问卷方式有：
1.关注“大河3C俱乐部”微
信号，点击下方菜单“IT问
卷”，即可获
得问卷链接
2.扫描右方二
维 码 即 可 参
与答题

三星Galaxy S10系列
正式在中国发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亦舒

iQOO手机发布
性能凶兽强悍来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永乐3·8
低价来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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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家冰箱冷冻室裂缝 赵女士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