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BUG🐛客户须知
最近很多⼈问我Ref und 服务， 我在这边做⼀个汇总 统⼀回答⼀下 请⼤家认真阅读：
1. I am a New, 请问你的服务主要是⼲什么的，怎么运⾏的？
我主要是帮客户退货返现， 我这边退货返现是不需要把货物退回去的， 打个⽐⽅，
你花1000美⾦买了⼀台iphone， 你只需要⽀付我500美⾦， 我可以帮你把1000美⾦退回你
的账户，然后你不需要把iphone 退回去
具体流程：
a.下单之前通知我，⽐如你要去Amazon买东⻄， 向我可对⼀下件数以及⾦额
b. 你开始下单
c. 等待你的包裹
d.货到以后填写我提供的表格
e. 我开始帮你ref und
f .你会收到⼀份ref und email （代表退款成功）
g.你⽀付我50% ref und f ee
h.you can keep your it em and have your money back

2.

你需要我的银⾏卡信息吗？

不需要， 我只需要你的下单的⼀些信息详情请看我的表格：ht t ps://docs.google.com/f
orms/d/e/1FAIpQLSdKWvBOqPyN6HCCiCNxFZoFh8oLpf 1Bp0ZMM5T ubYzsVs1DqA/vie
wf orm

3.请问这个安全不安全？
I always make sure you are 100% saf e if you f ollow my rule
我提供的服务不会涉及任何的调查（no invest igat ions ect ）
这就意味着你不会被商家列⼊⿊名单 不会影响你的credit 之类的问题
众所周知 美国 加拿⼤这些国家 就是退货的天堂 顾客就是上帝
不是有句名⾔吗？ 不要纠结买不买， 买回来以后纠结要不要退
每年零售商接受的退货额度占总销售的11%（⾃⼰查阅int ernat ional business t imes）
所以说 退货换货对于外国⼈来说是⾮常正常的现象
但不过你前提需要了解规则 清楚各个st ore ref unds policy
很多中国⼤妈初到美国 稍微尝到⼀点甜头
疯狂退货 化妆品⽤完⼤半瓶 ⽤起来不舒服 退！
⾐服 穿起来不舒服 退！ 东⻄吃起来不好吃 退！
殊不知早已被T he ret ail equat ion 列⼊⿊名单，你会被砍单（cancel order）
以后你想退货 难于上⻘天 然后你必须向 T he ret ail equat ion 申诉

核⼼部分：
⾛正常退货途径 都会被列⼊⿊名单 为什么你可以保证我的安全呢？
在我这⾥的⽼客户 ⼤概都知道我的好兄弟是在银⾏⼯作 帮助华⼈办信⽤卡
凡是credit ⽅⾯的问题 我都很了解 ⽐如 paypal disput e，详细了解各个st ore ref und policy
在这些前提下 经常退⼀下回报率贼低的东⻄， ⽐如我的电脑配件 CPU， 显卡，送⼥朋的包
包化妆品之类的 家具电器之类的 个⼈认为这些东⻄回报率贼低， 做这个服务也是相帮⼤家节
省开⽀ 把节省的钱花在教育上⾯ ⽐如学费或者回报率⾼的项⽬上⾯ 房地产之类的
⻓话短说， 我了解各个公司的ref und policy 知道这些公司如何运转的
知道他们如何处理退货之类的问题，针对每个不同的st ore， 有不同的⽅法去申请ref und
我也在帮很多外国⼈处理ref und case 知道什么st ore容易搞到退款 什么st ore不容易搞到退款
我的服务不会牵扯任何调查 不会留下任何退货档案 之前⽤过我的⽼铁 可以⾃⼰去T he ret ail
equat ion 看⼀下我帮你退货记录是否留档
再来给⼤家普及⼀下我们的退款操作使⽤的最新⽅法，总的来看我们是合法退款，⼤部分商铺
我们使⽤的是最新技术FT ID ，商家系统是显示收到了退货，快递信息也会显示商家收到了退
货！实际上是我们修改了⼀些数据，商家不可能收到我们的包裹！！！！商家要从⼏万个退货
包裹⾥去查有没有收到你的包裹，这个本身就是要花费⼤量⼈⼒物⼒的，当他们发现没收到包
裹，那也是商家或者快递⾃⼰弄丢了退货包裹，根据消费法商家是必须退款的。因为所有系统
记录都显示你已经退货了。他们要花⼏个⽉时间，⼤量⼈⼒，物⼒，去搜集证据，当然通过我
们的退款，他们是找不到任何证据！更何况有的客户是真的包裹退回去他们⾃⼰弄丢了的，所
以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你退款！这就是我说的0⻛险

想要ref und 的⽼铁 ⼀定要按照我的规矩来
Don't be greedy ！ 不要超出我规定的额度
你以后⾃⼰正常退货 不影响 记住！
我收取50%费⽤ 主要的价值是安全 帮你规避⻛险
⽤我的经验和skill 完全帮你减免⻛险
4.退款返现的成功率多少？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不过我可以保证百分之90
如果退款返现失败了 不会影响到你的 credit

5.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Double check 表格的信息， 你要⽤学校地址
检查我的st ore list 限度 最好不要超过额度 超过了会影响到成功率
6. ⽀持那些国家
美国 加拿⼤ （我主要做这两个国家的， 因为我⽐较熟悉这⼀块）
其他国家也会有⼀些商铺可以做，欢迎随时咨询， 或者查看朋友圈动态
中国完全不可能
中国你还想退货返现 呵呵 不存在的
美国加拿⼤的同学⻔ 珍惜你们的福利
7. Can I ref ship？
不⾏
8 . ⼀些术语的解释
ref und= 1x t he it em and money back
replacement = 2x t he it em
double dip= 2x t he it em and money back

9 . 能不能帮我买， 然后邮寄给我？
不能， 我不提供这个服务
10.我逃单不给你⽀付相关费⽤，你能拿我怎么办？
这个你⼤可放⼼，我⼲这⼀⾏的 懂得银⾏内部以及商铺的运转 相信我 你会后悔有这
种想法 在这⾥可以给你说⼏个我能做到的⼿段 超过规定时间没有给我⽀付相关费⽤ 打电话
让商家进⾏处罚 轻则封号重新扣款 重则我直接给你police report 介⼊第三⽅ 你会收到法院
传票
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 我就能给你带来最⼤实惠

👍

Vx：mr-bug-ref und
vx：mr-bug-service
两个号同时在线为您提供最优质的ref und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