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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过货款后
烦心事接二连三

5月14日上午，兰先生告
诉记者，郑州北环某商场在今
年3月份搞了一次活动，当时
优惠力度比较大，吸引了很多
消费者。“我们就趁着这个时

候在商场内美的门店购买了
几台空调，在优惠了总价的
20%多后，我们把货款全部
付清了。”兰先生说，“当时
店员让我们先把货款交给他
而不是商场，后来我们不放
心，再三督促下，店员才把
货款交给了商场，什么票据也

没给我们。”
兰先生说，在家等待送货

安装期间，自己心里一直不安
心，因为手里没票据，担心出
了岔子没证据。4月份的一
天，工作人员联系兰先生让
其在家等待，会在当天送
货，可等了一天的兰先生最
终等来的却是对方“没排单
子，无法送货”的回复。于
是，兰先生和家人在5月11
日再次来到该门店。

“当天我们见到了很多没
收到货的消费者，他们和我的
情况类似，当时有消费者告诉
我，厂家不接受之前的优惠力
度，除此之外，他们的货款在
交给店员后至今没有被转交
至商场。”兰先生说，后来美
的空调门店店员告诉他，迟
迟没发货的原因是之前优惠
力度太大，厂家接受不了这个
价格。因为商场当时收到了兰
先生的货款，所以商场会想办
法解决他的问题，让他继续回
家等待。

“从当时交货款时督促店
员把钱交给商场开始，我就一
直担心着这个事，现在继续让
我等，这一等不知道又到什么
时候了。”兰先生说，这次购
买空调的经历让他想不明白
的是为什么店员要在他的督
促下才把货款交至商场？商
场收到钱后为什么不给他开
发票？既然商场落实不了优
惠折扣，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
活动？

商场负责人和店员
说法不一致

14日上午，记者赶到了
兰先生所反映的商场。美的门
店一名刘姓店员告诉记者，兰
先生的问题目前商场正在给
他解决，除此之外，私自接收
货款未交至商场的店员跑了，
谁也联系不上他，当时就报警

了。其他情况他不愿多说。
随后，记者找到了商场负

责人，在等待了40多分钟后，
商场负责人接受了采访。“兰
先生和家人购买的空调迟迟
未发货是因为那几样商品一
直缺货，现在有货了会尽快安
排发货。这个事我知道，未开
发票、店员私自接收货款、活
动优惠力度过大的情况我就
不知道了。”该负责人称，当记
者表示他的说法和店员说法
不一致并将店员说法告知后，
他又改口称：“那个店员没跑，
货款在我们这里，问题都解决
好了。”在随后的采访中，该负
责人又称不知道店员接收货
款的事。

14日中午，记者联系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询问相
关情况，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此事由商场负责出面解
释。当天下午，金水区工商局
庙李工商所工作人员向记者
表示暂未收到消费者对于该
商场的投诉。记者从郑州市
公安局东风路分局陈砦警务
区了解到，5月6日晚7点多，
该商场有人报案称员工携款
潜逃，经案件侦办大队核实，
该员工携20多万元货款潜逃
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已告知
报案人通过法院解决。

购物无凭证
售后无保障

该商场一位销售人员向
记者透露，一些工作人员宁愿
降低商品的售价，也要劝顾客
不去商场收银台交款，是为了

“逃”掉结账时的商场“扣点”，
也就是营业抽成。“在正规的
大型商场开店，品牌商是不用
另交租金和管理费的，取而代
之的是，销售商品所得的货款
会被商场抽成，一般叫‘扣
点’。”该销售人员说，只有消
费者到商场收银台结账时，商

场才能知道该商户卖出了商
品，并执行扣点。为了瞒过
商场的耳目，一些品牌商的
售货员便会以打折、赠礼等
方式，诱使消费者“就地交
款”。但这是不符合规定的行
为，会直接导致消费者无法享
受售后保障。

“对于品牌商用打折等方
式，诱使消费者不到收银台结
账的行为，我们商场一直是严
格监管的，必要时会对经营者
实施处罚。这种行为不仅会使
商场的利益受到损失，而且出
售的商品一旦出现问题，消费
者在维权时，也会引起不必要
的麻烦。”该销售人员说，消费
者在商场购买商品，通过收银
台结账后，会得到商品的购物
小票，这叫做购物凭证。如果
要商场提供售后服务，或是出
现问题需要维权，都要向商场
提供这些凭证。如果没有购物
凭证，就无法证实商品是在商
场内购买的，商场也就不会提
供任何售后保障。

郑州大学法学院张教授
向记者表示，商户利用各种方
式引诱消费者绕过商场直接
向商户付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
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
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
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由于系
私下交易，买受人未支付价款
给商场。因而，买受人（消费
者）与商场未建立买卖合同关
系。因此，消费者若以存在买
卖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商场退
还货款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如果商场存在监管上的
过失，且这种过失对消费者遭
受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
系，那么商场对于消费者遭
受的损失要承担一定比例的
责任，但这种赔偿责任是基
于监管不力产生的责任，并
不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产生
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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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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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出租招租

●黄河路商铺、上街厂地、白沙
大库出租60103052
●门面房招租，金水区国基路

门面1-2层600平方米，装修
豪华、中央空调,无转让费,有
实力者面谈13676985955丁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亩
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售，
电话180037111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声明

●郑州市管城区李五州汽车美

容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104MA46KYUU8K)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公路工程公司工商银

行遂平县支行（账号：171
5029329048025396）预留

印鉴财务专用章、个人私章

王超杰丢失，声明作废。

●赵雷不慎遗失河南财经学院

毕业证编号9858903声明作废

●河南省添韵艺术教育中心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
4100005749867615声明作废。

●喻文娟郑房权证字第0041249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本人黄亦钢（身份证号：41
010219710XXXX513），丢失

河南一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房款收据一张，收据

号码：00064671，金额：15
0000元，日期：2018年6月13
日，声明作废。由此收据引

起的任何法律责任由本人承

担，与河南一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本人桑晖遗失河南鑫苑顺晟
置业有限公司二期4-9-901房
款发票收据（票号00001288
金额：陆拾元整；票号00001
289金额：柒仟捌佰玖拾陆元
整；票号：02303831金额：叁
拾万零陆仟贰佰贰拾柒元整；
票号：02612350金额：壹佰贰
拾万元整）声明作废。
●郑州市公路工程公司江西银
行滨江支行（账号：18809
1018092092804）预留印
鉴财务专用章、个人私章
郑延章丢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爱转角饮品店
税务登记证正本，豫地税新
字411402199005041032号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赵元桶装水商
店丢失壹佰元国税定额发票
450份150份02654801-02654
950；02655001-02655150；026
55151-02655300声明作废。

●郑州市保健按摩店注册号41
0103600925107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陈游发票丢失，发票代码豫

地税3502，发票号码00002
22，特此声明。

●本人潘晓磊身份证号411081
197704033714因本人保管不

慎，丢失郑州市昌达食品实

业公司押金票据一张，金额

贰万元整，票号0001872声明

作废。由此发生的任何后果

均由本人负责。

●桑晖00240973号税收缴款书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趁着优惠买空调 俩月仍没等到货
郑州一市民商场购物遭遇烦心事，疑因店员私接货款引发问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尧

“这都5月中旬了，我也没见着货，商场究竟想
让我怎么做？”市民兰先生3月份在郑州市一家商场
参与了一场优惠活动，购买了价值将近2万元的空
调，本想着很快就能够上门送货安装了，却迟迟不见
动静。无奈之下，兰先生去找店家讨说法，却被告知
之前优惠力度太大，所以一直没发货，经过了解，原
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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