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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退款”成了一纸空文
无照培训机构言而无信，女学员发微博维权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丰国 通讯员 京双 国亮 达利

由于缺少硬性的行业标准和规范，瑜伽行业目前存
在诸多问题，执照不全的瑜伽馆不在少数，近日，市民小
孙就遭遇了一家言而无信的瑜伽馆，说好不满意学费可
全额退，而在她要求退钱时对方却不认账了，无奈之下，

小孙发微博为自己维权，赢得了网民广泛关注。

听信宣传报了班，交钱后发现对方无照经营

“不满意全额退款”成空，小孙发微博求援

工商部门着手调查，3000元学费最终退还

广告言之凿凿，厂家一无所知
“第一良药研制者”谁都说不清

“全款”买了家电

岂知配件另算
“半成品化”成为家电行业普遍现象

文/片 本报记者 孙芳芳 实习生 李梦瑶

明明花钱买了液晶电视，还得再掏钱买底座或

挂壁支架；明明付了购买洗衣机的费用，进水管、排

水管还得再掏钱……不少市民在添置新家电时发

现，家电买回家安装时常常还需要另购买安装材料

和配件，这不禁让消费者有些疑惑，花了那么多钱

买回去的家电就只是“半成品”吗？

“第一良药”自己封给自己

在烟台一家报纸3月6日的一
篇短短的“治一个好一个”的广告

里，广告主不仅大肆宣传自身“疗

效”，甚至醒目地标识该强效贴“被

誉为专治三叉神经痛第一良药”。

这个“第一良药”是哪里评定

的呢？记者查询相关资料了解到，

除了这家强效贴，还有一些中西药
物，在广告里也自称“治疗三叉神

经头首选”、“第一个能根治三叉神

经痛的的良药”等等说法。山东齐

鲁医院知名专家在接受记者咨询

时表示，这些广告里的“第一良药”

“首选药物”“根治三叉神经痛世界
级新药”等说法都是自封的，“没有

什么部门会给他们评定这些名头，

也不存在这样的药物，只是这些广

告主自吹而已。作为大夫来说，绝

不会根据这些东西选择用药。”

“研制者”连厂家都否认

在“三叉神经痛，治一个好一

个早治早好”的广告里，广告主宣

称，这个强效贴是“治疗三叉神经

痛全国第一人奚道贤教授历经20

年成果研制出”的，言之凿凿，但这

个“治疗三叉神经痛全国第一人”

“奚道贤教授”到底是怎么来的？

齐鲁晚报健康工作室负责人

奚道贤先生多年从事山东乃至全

国医药卫生行业的专题报道，联合

山东省各大知名医院的著名专家

编写过百姓健康、知名专家送健康
等相关书籍多部。对于这个意外重

名的“专家”“教授”，奚道贤先生表

示，“国内哪有这么个治疗三叉神

经痛全国第一人，这个教授名字是

胡编的，这事我早就知道，最早是

出现在潍坊一家报纸的广告里，现

在在烟台又出来了。我曾经就这个

名字问题打电话问过广告主，他们

一口咬定，‘奚道贤’先生是西安

的。真是胡诌！”

既然言之凿凿是“治疗三叉神

经痛全国第一人奚道贤教授历经20

年成果研制”，那么广告主应当了解
这个人。记者拨打广告上留下的咨
询电话，询问这个强效贴的来历。一

名女士告诉记者，“这是美国比尔先

生多年研制的啊？”“治疗三叉神经

痛全国第一人怎么会是美国人？”记

者随即问，“不是你们的广告说是

奚道贤教授研制出来的吗？”该女

子马上意识到说露了，急忙改口，

“是啊，是奚道贤教授研制的，他是

河南的。但是你问他的信息，我不
了解，这是生产厂家的事情。你可
以跟生产厂家联系一下问问。”于

是这位女士给了记者一个该贴河

南郑州生产厂家的电话。记者根据

这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徐先生竟然

表示，“没有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干

什么的。”当记者把广告内容念给

他听，他肯定地表示，“这是当地做
广告的说的。我们是生产厂家，没有

这个研制人，广告是当地的人做的，

内容我们不知情。你还是问问做广

告的人，是怎么回事吧。”

本报健康工作室负责人奚道

贤先生得知情况很气愤，“他们从

不告诉那人的确切单位和电话，如

果真有这么个‘专家’，为什么并不
能说？原来曾说他是西安的，现在

又说是河南的，一天一个说法。”

本报记者

小孙的投诉以及网友的广泛

跟帖和评论，引起了工商部门的高

度重视。4日，记者跟随烟台市工

商局芝罘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

烟台市禅和瑜伽馆，发现大门紧

闭，楼下的医疗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瑜伽负责人今天有事，不在烟

台。”

记者从工商部门获悉，从登记

注册查询情况来看，该瑜伽馆目前

并没有办理相应的营业执照，属于

无照经营。“没有经营资质却又以

企业的身份在网上大肆宣传，已经

触犯了相关法规。”工商部门的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这提醒广大市

民，在网上选购消费服务商家时，

不要只看网页表面精美的宣传，需

要注意商家是否有正规的营业执

照、经营资质等。

7日，记者联系到该瑜伽馆

的负责人，“从一开始，我就准备

把钱退还给她，只是中间产生了

一些误会。”这位负责人解释，并
表示自己当时由于生气上火，语

言确有不当之处。对于无照经营

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由于瑜伽

馆刚开不久，相关执照正在办理

当中。

随后，记者从工商部门得知，

目前商家已把3000元学费退还给

小孙，对于小孙提出的身心受到伤

害，需要对方道歉的问题，该商家

表示会进行考虑。

尽管培训协议上已明确“不
满意全额退款”，但当小孙提到

退款时，双方还是发生了争执。

小孙讲，培训机构负责人甚至还

对她进行了恐吓。“看到此景，我
心里真有点害怕，不过为了维护

自己的权益，对此我进行了录

音。”小孙介绍道，尽管耗了将近
一个小时，3000元的退款她还是

没有拿到，最后也只能心有余悸

地离开。

回家后，小孙晚上一直睡不
着。“感觉心里特别窝囊和委屈，想

写点东西。”平日里，小孙就有写微
博的习惯，也有不少的粉丝，于是

便打开电脑，把自己的遭遇上传到

了网上，寻求帮助。

小孙的遭遇受到不少热心网

友的关注，当天晚上的点击率就

达到六七百，网友们纷纷留言转
帖，在各大论坛网站上为小孙出

谋划策。有些律师还私底下联系

到小孙，给出一些建议。据了解，

截至目前，小孙这篇“遭遇”文章，

在各大网站论坛的点击率已达数
千。根据大家的一些建议，小孙向

工商部门投诉了这家培训机构。

孙在一家婚庆礼仪公司上

班，平日里工作比较清闲，注重体

型爱美的她准备报个瑜伽培训

班。经过多次上网搜索，小孙被一
家名为禅合瑜伽的培训机构网页
所吸引，于是，第二天来到该培训

机构咨询。

“培训班的负责人热情的接待

了我，并表示只需交纳3000元，便

可获得一个月左右的培训，并保证

学会，而且包分配。”小孙说，当时
听着很实惠，不禁有些动心。但为
了安全起见，小孙还是与该负责人

签订了一张瑜伽导师培训协议书，

并在培训书上明确写明：培训机构

须兑现承诺(教学不满意全额退

款，包学包分配)。

小孙交了钱，索取了相关收

据，便开始了培训，但上了第一节

课后，小孙发现该瑜伽馆内的消防

设施很不齐全，且她对教授的内容

也不满意，另外，还发现该培训机

构并没有正规的营业资质，于是她

找到负责人，要求退款。

市民反映>>

4000多元买来电视

没有“腿”

7日上午，家住黄务
附近的孙女士告诉记者，

一个月前跟老公一起在

市 区 一 家 家 电 商 场 花
4 0 0 0多元买进了一台 4 2

英寸的平板液晶电视，

“当时说好的是免费送

货，免费安装，可是到最

后货送到的时候只有一
个裸机”。花了 4 0 0 0多块

钱买回家竟然只是个“半

成品”。因为电视底座还

必须花180元购买。

随后，记者走访了苏

宁电器、五星电器等市区

几家大型电器商场了解

到，平板电视底座或者挂

壁支架另外收费已经成

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几

乎所有的国产电视品牌

都是这样的，底座和挂壁

支架可以任选，但都是要
另外收费的，像我们品牌

的底座是 1 8 0元，挂壁支

架是 6 0元”，7日上午，在

五星电器商城，某品牌电

视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虽然有个别品牌承诺底

座、支架不收费，但其实
也已经把费用摊到电视
裸机当中了，“只是换个

说法而已，让消费者认为
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心理

上比较好接受一些。”

记者调查>>

“半成品”成家电业

普遍现象

记者在随后的采访

中了解到，厂商在承诺免

费安装之外收取配件费

用的做法不仅仅存在彩

电行业，在热水器、空调、

洗衣机等家电行业也已
经成为惯例。

“这款热水器是 6 0L

的，在市场上卖得特别

好，免费送货和安装。”7

日上午，一家品牌热水

器的工作人员正向记者

推荐一款市面上比较畅

销的热水器。“免费送货

安装是不是就不收其它

的材料费了？”，在记者

的追问下，这位工作人

员向记者说明了实情，

“所说的免费安装就是
不收人工费，材料费还

是 要 收 的 。”记 者 了 解

到，促销员在进行促销
时往往强调免费送货和

安装，而不会主动向消
费者说明材料费另外收
取的规定。

消协回应>>

收费项目须明确

告知消费者

那么商家这种将家

电产品“肢解”，另外收
取材料费的做法到底合

不合理呢？记者从市消
协了解到，目前的相关

法规并没有禁止商家将

产品零配件分拆销售的

明 确 条 款 ，但 是 ，我 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

确规定企业要尊重消费

者的知情权。所以，商家

在促销时应事先告知消

费者购买或安装家电产
品可能产生的费用，公

开材料价目表，使消费

者能够明明白白消费。

同时市消协工作人员提

醒，消费者在购买家电

产品时，也应事先了解

所购产品配件的种类和

数量、是否需要另外付

费等，以免造成纠纷。

今日烟台

▲购买电视，消费者往往还需另外支付底座费用。

那些非法医药广告里面的专家、教
授是什么来头？知情者透露：大部分是瞎
编的。近日，自称“三叉神经痛第一良药”

的头痛宁强效贴广告就因为乱编专家名
字误导消费者而露了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