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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记者 杨

佳） 8月15日和17日，本
报连续刊发报道《德顺源
一加盟店停业消费者难维
权 总部称不负责》《德顺
源总部致歉：卡内余额全
部退还》。今年7月底，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石羊桥路福
祥酒店一层的德顺源加盟
店突然关门，导致多名顾
客储值卡中的消费余额无
法消费，也无法退款。此事
经本报报道后，德顺源总
部于8月16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向消费者致歉，并且
承诺消费者的卡内余额由
总部予以退还。

10月16日，马女士等
几位消费者告诉记者，9月
中旬，她们已经拨打了德
顺源总部对外公布的服务
电话，工作人员对她们卡

内余额的信息进行了核对
和确认，但是时至今日，她
们仍然没有接到对方的退
款通知，也没有收到退款。

事隔两个月未收到退
款，马女士等人遇到的情
况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德顺源总部的退款承诺是
否能够兑现？对此，德顺源
客服部的张经理告诉记
者，这笔退款确实是由总
部来承担的。为了防止加
盟商不会把总部拨付的专
项资金挪作他用，确保款
项能够退还给消费者，总
部是分批次小额拨付给加
盟商的。截至目前已经拨
付了两次，部分顾客已经
在该加盟店的原址办理了
退款。因为办卡的顾客较
多，部分顾客的联系方式
不清，所以在通知工作上

存在困难和疏漏。对此，德
顺源总部也通过本报告知
消费者，可以持卡到该加
盟店原址，在工作时间办
理退款。

随后，记者向马女士等
几位消费者反馈了张经理
的解释。按照张经理的说
法，记者和马女士一同来到
该加盟店原址，但是一位工
作人员却表示暂时不能办
理退款，具体原因不清楚。
就此情况，记者联系到了该
加盟店负责人刘经理。刘经
理称，总部确实给他们拨付
了两笔款项用来给消费者
退还卡内余额，他们也专款
专用的给大家退钱。大概几
天前，到账的钱已经退完
了，目前他们正在等待总部
再次拨款，具体日期大概在
10月25日之后。

新报热线（记者 顾

爽） “十一长假带全家
出游，本来是开开心心的
事儿，但是蚂蚁短租这种
做法太让人意外了！”10
月16日，呼和浩特市民查
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在
十一黄金周期间遇到的
烦心事。

据查女士介绍，他们
一家计划十一假期自驾
到山东省日照市游玩。10
月2日晚，她通过蚂蚁短
租APP预定了一家位于
日照市荷兰新城的两室
一厅公寓，预定当日房价
为458元每晚，连住三晚
价格为1374元。查女士给
记者出示了当晚收到的
蚂蚁短租发来的短信，短
信明确写明：“房间预定
成功！您的订单荷兰新城
温馨2室1厅房源数一套，
详细地址为：日照东港区
海天旅游度假区荷兰新
城1-2-201，订单总价
1374 元 ， 订 单 号
857440502。”及另一条显
示“房东已经同意了您的
订单。”的确认短信。于是
查女士通过支付宝全额
支付了3日的房费。

然而令查女士没有
想到的是，第二天，也就
是入住当日上午，在赶往
日照市的路上她突然接
到自称是房东的来源为
山东日照的电话，称这套
房子房东已经通过别的
平台订出去了，让查女士
退单。事发突然，又是在

旅行途中，查女士只好致
电蚂蚁短租，请求客服协
商解决。蚂蚁短租的客服
人员告诉查女士，经过沟
通，房东确实存在毁约情
况，平台会给房东很严厉
的惩罚措施，但是平台目
前暂时不能帮助查女士
更换房源，让查女士自行
寻找代替房源。

无奈之下查女士只
好通过该平台继续找房，
并预定了同一小区面积
相似的两室一厅公寓，但
此时该区域房价已经涨
到了888元每晚。查女士
一行此时已经抵达日照
市，老人和孩子因为旅途
劳顿急需休整，没办法只
好订下了这套房子。记者
通过查女士提供的订单
看到，通过蚂蚁短租订的
这套房源3晚总房价为
2664元，比之前预定的房
价多出1290元。

随后，越想越生气的
查女士继续致电蚂蚁短
租客服，要求蚂蚁短租因
违约造成的自己近1300
元的损失补偿给她。但蚂
蚁短租的工作人员则称，
根据他们公司的相关规
定，只能赔偿给查女士第
一笔订单首日的房费，也
就是458元，这让查女士
感到不能接受。

记者在蚂蚁短租上
找到了该平台推出的“房
客安心计划”，其规则写
明：到店无房，赔首晚房
费；房源实际与描述不

符，赔首晚房费。“因为平
台和房东的违约，住客无
故增加了接近一倍的住
宿成本，难道只赔偿首日
房费就能解决吗？”对此
规定查女士表示不解。

十一长假过后，查女
士拨打蚂蚁短租平台所
属的易云游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注册地———
北京市的消费者投诉电
话进行了投诉。10月12
日，蚂蚁短租的客服人员
再次致电查女士称，按照
北京市顺义工商分局的
要求，他们继续与查女士
协商解决此事，这次他们
决定在原有赔偿金额上
多加42元钱，也就是赔偿
500元给查女士。查女士
表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并没有任何责任，这一解
决方案太过草率，自己坚
决不能接受。

记者随后拨打蚂蚁
短租的客服电话，对事情
经过进行验证，在核验订
单号之后，客服人员对此
次违约事件表示承认，并
告诉记者，因为查女士对
蚂蚁短租给出的处理结
果不满意，他们会抓紧对
此事的处理结果进行再
次商讨，尽快给查女士一
个满意的答复。就在记者
与蚂蚁短租客服人员沟
通之后，查女士给致电记
者表示，自己接到了蚂蚁
短租工作人员的电话，该
平台坚持只赔偿查女士
500元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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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博英教育承诺退费却屡屡爽约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10月14日，呼和浩特市市
民赵女士向本报反映，她
家孩子因为身体原因无法
在已经报了名的博英教育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所办的
呼和浩特市昂立国际教育
早教机构上学，经和该机
构李校长协商，对方同意
孩子退学，并承诺全部退
还赵女士之前交纳的订金
和报名费共计11304元。然
而，令赵女士无奈的是，她
多次和李校长催要，对方
总以各种理由一推再推，
目前，她只拿到5000元退
费。

据了解，今年4月4日，
赵女士为孩子交了2000元
订金，在昂立国际教育早

教机构预报名，准备秋季
让孩子来这里入读学前
班，并且通过微信转账的
方式支付给李校长。4月25
日，赵女士再次通过微信
转账的方式向李校长支付
了9304元，正式报名。8月
27日开学第一天，赵女士
与家人陪同孩子来报到时
发现，该早教机构办学地
点所在的世奥商场正在装
修，因孩子患有过敏性鼻
炎，赵女士把孩子交给老
师后特意叮嘱孩子的姥姥
留下观察。当天早饭后，赵
女士的孩子忽然出现流
涕、打喷嚏、眼痒等不适症
状，并伴有哮喘，孩子的姥
姥赶紧将孩子带走。怀疑
是商场装修产生的粉尘导

致孩子鼻炎复发，而之前
学校没有告诉赵女士商场
要装修，赵女士遂向学校
提出退学申请并要求退
费。李校长同意了，并且承
诺给赵女士全额退费。然
而，让赵女士费解的是，她
多次和李校长催要退费，
对方总是以各种理由延
期，并且告诉赵女士，报名
费已经交到上海总部，需
要向总部申请。9月15日是
周六，多次延期的李校长
在微信里告诉赵女士，她
已经联系上总部，退款周
一就能申请下来，并向赵
女士索要了银行卡号，承
诺将把退费转账给赵女
士。9月17日，约好的转账
事宜再次没有兑现。

10月12日，李校长与
赵女士约定见面，承诺当
面向其退还现金。然而当
赵女士的丈夫见到李校长
后，对方又改口称资金紧
张，下周一保证给退费。

10月15日上午，记者
来到“昂立国际教育”所在
的呼和浩特市中山路世奥
商场三楼，看到工人们正
在装修，不时有电钻发出
刺耳的响声，地上堆放着
装修垃圾，作业处附近地
面可看到白色的粉尘。记
者来到昂立国际教育早教
机构时，孩子们正在室内
大厅活动。记者向前台一
位工作人员表明要找李校
长，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李校长上午不在总校办

公。当记者询问李校长去
哪儿了，对方告诉记者李
校长在位于南二环的公务
员小区分校办公。记者随
后赶到公务员小区，却没
有找到昂立国际教育早教
机构的分校办学点，该小
区物业和多位居民告诉记
者，该小区只有金宝宝幼
儿园。

记者随后拨通了昂立
国际教育早教机构李校长
的电话。对方告诉记者她
正在食药监局办事。记者
说明采访来意，并向其询
问是否承诺给赵女士退
费，李校长说已经和赵女
士说好了，15日下午将退
还其交纳的所有费用。

当天17时许，记者打

电话询问赵女士是否收到
退款，对方苦笑着说，当天
中午李校长第三次和她索
要了银行卡卡号，并且保
证在16时前给其转账，然
而直到现在她仍然没有收
到退费。

记者从赵女士提供的
收据上看到，昂立国际教
育早教机构给她开具的九
月学前定位金收据上的账
务专用章显示收款单位
是：呼和浩特市博英教育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0月16日，赵女士打
电话告诉记者，李校长当
天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
其退费5000元，并且承诺
其余费用将于下周一退
还。

新报热线（记者 范亚

康） 10月8日，本报刊发
消息《杭锦旗日月轩F区居
民：入住两年，消防设施
一直缺失！》，对杭锦旗日
月轩F区消防设施缺失一
事进行了报道。杭锦旗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曾回
复记者，已督促小区物业
配备足够的灭火器等应急
器材，并指定专人执行24
小时消防专项值班制度。
10月15日，记者再次来到
小区进行采访发现，小区

依然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10月15日，记者在小

区内多方寻找均未找到灭
火器等应急器材。家住4号
楼1单元401室的贺女士告
诉记者，自从2016年入住
以来，贺女士就没有见过
消防器材。随后，记者在小
区内采访了多位小区居
民，大家都表示，小区里目
前没有灭火器等应急器
材，更没有专人执行24小
时消防专项值班制度。

当日上午，记者就此

事再次来到杭锦旗住房和
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靳华告诉记者，杭锦旗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已经
要求日月轩F区的包联单
位杭锦旗信访局尽快为小
区配备灭火器等应急器
材。

随后，记者从杭锦旗
信访局了解到，杭锦旗信
访局已经督促小区的物业
尽快和消防等相关部门联
系，解决小区消防设备缺
失的问题。

蚂蚁短租违约只赔首日房费
查女士不接受日月轩F区居民：消防设施依然缺失

部分顾客仍未收到德顺源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