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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新电脑频繁黑屏重启退货遭拒
律师：商家应提供
“三包”
服务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
“这电
脑买回来还没用就坏了，拿回去修了三四
次也没修好，卖家说不能退，到现在就直接
不管了。”近日，市民王女士在购买了一台
价值 3170 元的组装台式电脑，使用一周后
就频繁出现黑屏重启的问题，经过四次修
理，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 现在我要退
货，商家不同意。
”
王女士说道。
据王女士介绍，3 月 24 日，她在步行街
的才升科技店内购买了一台价值 3170 元的
组装台式电脑，在使用一周后，便发现电脑
频繁出现直接黑屏重启的问题。王女士便
将电脑拿回去修理。在检测一番之后，店
主表示电脑硬件没有问题，是软件“不兼
容”所导致的问题。随后店主将电脑系统
重装了一遍，
并表示没有问题了。
不料，王 女 士 回 去 之 后 没 多 久 ，电 脑

休假后返工被老板辞退

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无奈之下王女士再次
退换的。
“ 目前我们正在检测这台电脑，会
送修。
“ 后来又重装了一遍系统，但还是有
为王女士解决这个问题”
。
问题。前后一共修过四次，主板也换新的
对此，浔城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了，还是不行，我只能选择退货。”王女士
在查询相关资料后表示，根据《微型计算机
说道。
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三条规定
“按理说修了这么多次都没有修好，退 “微型计算机商品实行谁销售谁负责三包
货是理所应当的，但商家却表示不能退。” 的原则”，如计算机的全部零配件均由某一
王女士称，虽然商家承诺为她解决黑屏重
家商家提供，并由其组装销售，则该商家应
启的问题，但新买的电脑经过多次“大手
为其提供“三包”服务。该律师表示，在整
术”让她心里很不舒服，
“ 这电脑买来后就
机三包有效期内，微型计算机主机、外设商
一直出问题，就算现在修好了，以后不知道
品出现本规定《微型计算机商品性能故障
会不会再坏”
。
表》所列性能故障，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找到了才升科技
常使用的，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由销
的店主冯先生，冯先生表示，组装电脑是用
售者负责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同规格
不同品牌的配件组装起来的，不能像品牌
的商品；消费者要求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
电脑那样享受“三包”服务，所以经销组装
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并按发货票价格一
电脑的商家在销售组装电脑后基本是不包
次退清货款。

退房时
“墙皮”
脱落 600 元押金难要回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 文/摄）
“租约到期，600 元押金不退!”近日，市民刘
先生向浔阳晚报记者反映，
因为租的房屋
“墙
皮”
脱落，
交给中介的600 元押金拿不回。
据刘先生介绍，去年 10 月，他通过庐峰
北路的一家房产中介租了一套房。
“是两人
合租的，客厅公用，我只使用其中一个卧
室。”刘先生说，当时他与中介商议好，每月
房费 500 元，一次付清，押金 600 元，退房时
退还。
“水电费都是中介交，然后由我和另一
名租客平摊，但每次中介都不提供单据，只
是通过微信告诉我们金额。”刘先生表示，
对于这一点，他和另一名租客早就有意见，
但因为中介收取的水电费和他们预想的差
距不大，就没有多想。刘先生称，他的租约
在 4 月初到期，于是他来到中介的门店办理
退房手续并要回押金，
但工作人员上门查看
后表示，由于租客的缘故导致“墙皮”脱落，
押金暂时不能退。对此，刘先生很是气愤：
“
‘墙皮’
脱落是正常现象，
跟我没有关系”。
随后，根据刘先生提供的电话，浔阳晚
报记者联系了该中介。一名王姓工作人员

提醒：
应签劳动合同避免纠纷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日前，市
民肖女士致电浔阳晚报热线 8530000 反映，
她在南湖支路的一家饭馆工作，4 月初，肖
女士请了几天假后再去饭馆上班，可饭馆
老板让其不要再来上班了。
肖女士告诉浔阳晚报记者，她之前在
南湖支路上的一家饭馆当服务员。前段时
间，她提前半个月向饭馆老板请假并获得
批准。肖女士说，她从 4 月 6 日开始请假，
10 日返回饭馆工作。然而，当她返回饭馆
工作时，老板让其不用再来了。
“ 因为是小
店，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肖女士补充道，
经过反复商榷，餐馆老板支付了她应得的
工资及往返的路费，可她不能再留在饭馆
工作。
事实上，浔阳晚报记者曾接到多位市
民反映类似的事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已建立劳动关系但未同时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应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在建立劳动关
系时，劳动者应签订劳动合同，明确与用人
单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自己的合法
权益，
避免产生纠纷。

“僵尸车”占停车位
居民叫苦不迭

“墙皮
墙皮”
”
脱落在地板上。
脱落在地板上
。
称，当时刘先生入住时就与中介有约定，要
爱护里面设施，但现在“墙皮”脱落，卧室地
板 上 的 划 痕 也 非 常 多 ，所 以 才 暂 扣 了 押
金。
“ 我们正在对该房屋进行清扫和粉刷，
具体要扣掉多少押金，还要等粉刷完后再
计算。
”王先生说道。
对此，浔城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表示，房屋租赁押金在合同期限到期或解
除后，如果承租人已经按合同履行完了义
务，出租方应当及时返还押金。如果租户
出现合同违约，房屋中介或出租方可依照
约定相应抵扣押金。如果房屋中介恶意违
约，承租方除可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押金
外，
还可要求其支付违约金。
“僵尸车
僵尸车”
”
占用车位。
占用车位
。

修理厂拖欠轮胎店 3000 元尾款一个月
回复：
怀疑价格有
“猫腻”，正在调查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近日，
在长虹大道旁经营轮胎店的艾先生向浔阳
晚报记者反映，上个月他向泽理修理厂供
应了一批价值 1.3 万元的轮胎，但一个月过
去了，对方仍只支付了一万元。

据艾先生介绍，他与泽理修理厂此前曾
有过生意上的往来，所以当时对方要求他提
供轮胎并表示随后再支付货款时，他没有放
在心上。
“我提供的这批轮胎价值 1.3 万元，这
个价格对方当时也同意，但一周后我才收到

对方支付的一万元。”艾先生称，剩下的
3000 元对方表示会尽快支付，但时间过去
了一个月，艾先生仍没有拿到尾款。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联系了该修理厂
一名负责人张先生。他表示，之所以没有
结清尾款，是因为他怀疑其中有“猫腻”。
“购买轮胎的是我的一名员工，当时只是
通过电话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也同意
了。但之后我在市场上咨询，发现只需要
1 万元左右就能购买到同样型号和数量的
轮胎。”张先生称，目前他正在调查此事，
如果确定没有问题，
会立即结清尾款。

本报讯（吕安琳 文/摄）近日，一位热
心的市民致电浔阳晚报热线 8530000 反映，
浔阳区滨湖路上有一辆“僵尸车”一直停放
在路边的停车位上，十分浪费资源，而且也
很不美观，希望有关部门关注。
当日，笔者来到滨湖路，看到了市民所
说的“僵尸车”，这辆车停放在路边的停车
位上，车身积了厚厚一层灰，后车胎已经没
有气了。一位正在清扫垃圾的环卫工说，
这辆车已经停放在此地很久了。据笔者观
察，这条路上的停车位大约有 20 个。
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每到下班高峰时
期，此路段的停车位就是一位难求，现在的
情况是车多、停车位少，要是再多两辆‘僵
尸车’停在这里的话，大家的车都不知道该
停在哪里了。
”刘先生为此表示非常苦恼。

九江配网 2018 年第 16 周停电预告
停电时间

停电用户

04 月 17 日
09:00-16:00

浔阳区（京九 1#、京九 2#、京九 3#、大市场专变、黄氏批发
市场、黄氏专变、铠实业专变、加油站转变）

备注：1、
遇雨及特殊情况顺延，
此停电公告是预通知，
具体停电时间以检修日计划为准；
2、
临
时紧急停电工作由公司营销部与停电用户临时沟通；
3、
因负荷调整而进行的倒闸操作，
考虑到停
电时间短不予通知；
4、
有关周、
日停电预告，
您可关注
“国家电网九江供电”
新浪微博和九江供电公
司
“电保姆”
微信订阅号查询，
或关注九江新闻广播（FM90.0 97.5）07:20、
11:30、
18:20 三个时段的停
电播报，
或查询每周一《九江日报》和每日《浔阳晚报》查看停电信息（如有变动会及时更正）。
九江城区用电故障报修电话：
8465511、
8465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