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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增长快 法规执行不到位

网络消费成最大热点
□记者 李萍

核心提示|“新消费 我
做主”，今年的3·15主
题直接聚焦网络消费，
也让网购等新兴消费
形式的矛盾再一次走
向前台。央视最新数
据显示，2015年中国
消费者协会受理的投
诉中，远程购物投诉共
20,083件，其中网络
购 物 占 比 高 达
95.41%，成为投诉的
重灾区。互联网改变
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在
尽情开启“买买买”模
式的同时，消费者更应
该警惕网购陷阱。

网购投诉：数量虽少 增长却快

随着网络的普及，互联网
购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购物方
式。互联网购物给消费者带来
便捷的同时，相关投诉量也呈
快速增长态势。

2月19日，央视3·15晚会
发布一号热点投诉就把焦点对
准了网络购物。数据显示，网
络购物相关的投诉占全部投诉
量的25%，成为3·15晚会收到
的数量最多的热点投诉，包括
淘宝、京东在内的多家电子商
务网站均因售假被点名，此外，
微商、海外代购等新兴交易模
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
监管不严的问题。网购已成为
2015年最集中的投诉话题。

而今年1月河南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发布的《2015年河南
省12315消费维权形势分析报
告》也显示，2015年，全省工商

系统各级12315工作机构共受
理涉及互联网购物相关投诉
618件，同比增长46.1%。从每
月接到的投诉量来看，受“双十
一”电商集中促销活动影响，11
月份共接到互联网购物相关投
诉95件，成为全年互联网购物
投诉高峰月。2015年河南省受
理的涉及互联网购物相关投诉
中，商品类投诉340件，占互联
网购物相关投诉的55.0%，仍是
互联网投诉的主体。与2014年
同期相比，服务类投诉比重提
升0.6个百分点，说明网上购买
服务越来越普遍。商品类投诉
中，服装鞋帽、食品、通讯产品、
计算机产品和家用电器五类投
诉量在20件以上，合计占商品
类投诉的48.2%。

与全国受理的消费者投诉
情况比较，河南省消费者投诉

的热点商品和重点领域与全国
的数据基本吻合，唯一不同的
是受河南省电子商务企业发展
处于起步阶段的影响，在全国
服务领域居首的新兴消费方式
非现场购物投诉量相对较少，
但投诉量增长速度却很快。

需要说明的是，618这个数
据与现实中的网购热度形成了
比较大的反差。记者曾在微信
朋友中进行小范围的随机调
查，在30人的样本中，23人曾
经遇到过网购消费不满意甚至
欺骗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去
12315 投诉，大多给个差评了
事，最多只是投诉到网站客服
而已。虽说记者的样本受限于
数量、范围等，没有普遍意义，
但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网购消费
投诉数据其实只是事实的冰山
一角。

售假成为网售最大“毒瘤”

据中国电子商务投诉与维
权公共服务平台上监测数据显
示，2015年上半年网络购物投
诉占电子商务类投诉33.86%，
占据最大的比例，O2O生活服
务电商紧随其后，占据26.90%，
第三位是海淘，为16.55%，第四
位是网络贸易，占比为3.80%，
第五位是互联网金融，占比为
2.88%，第六位是微商，占比为
2.30%，其次是3G门户诈骗，占
比为1.52%，物流快递等其他类
电商投诉占比为12.46%；网络
售假、信息泄露、发货迟缓、网
络诈骗、退换货难、退款难、订
单取消、货不对板、价格欺诈、
服务态度是2015年上半年“中
国网络零售十大热点被投诉问
题”。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
律权益部分析师姚建芳分析师

表示，售假已成为网络零售电
商的“头号毒瘤”，直戳电商企
业的诚信体系；信息泄露暴露
电商企业的技术漏洞以及内部
管理问题；而在新《消法》中提
出的网络购物“七天无理由退
换货”，在实际经营中电商也屡
屡“打擦边球”，执行并不到位；
服务态度也暴露了电商客户服
务方面的弊病。针对网络售假
问题，国家工商总局目前已制
定了一系列监管办法，如监管
抽查、界定七天无理由退货范
围和标准等，但最根本的还是
要建立企业的信用系统。

自大河报开通3·15投诉热
线以来，有不少消费者向记者
反映了自己在网购过程中遇到
的麻烦事。今年2月份，家住郑
州的张先生在淘宝网上购买了
价值1433.5元的相机镜头，卖

家要求张先生先支付500元定
金，其余部分货到付款。在张
先生支付定金后，店主失联，张
先生向淘宝反映情况后，淘宝
查证并关闭了此店铺，但是损
失却无人弥补。除了电商之
外，发展迅速的新兴网络交易
模式微商也存在缺乏信用保证
体系、虚假宣传、维权难等问
题。家住安阳的李女士向记者
反映：去年8月有一名做丰胸产
品的微商加她为好友，经常以
聊天为由向她推荐产品，而当
11月李女士以1700元的“优惠
价”货到付款购买产品之后，发
现只是普通的护肤品，惊觉上
当的李女士再联系商家时发现
好友已被删除，对方所留的售
后电话也变成了停机状态。

陷阱虽多 我们这样对付它

对于花样繁多的网购陷
阱，我们更应该擦亮眼睛，避免
上当。

网购陷阱1：夸大其词、虚
假宣传

应对方法：消费者尽量选

择专业性强、信誉度高、可货到
付款的网站购物。这些网站通
常信息真实，有营业执照登记

怡口净水器 承袭91年品质
□记者 张朝

净水器，选怡口。90余
年来，怡口始终坚持对至高

“水”准的追求，专注家用水处
理领域的创新性研发，致力于
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家用
水处理设备。

据介绍，成立于1925年
的怡口，总部位于美国明尼苏
达州首府St. Paul（圣保罗）
市，美国怡口率先发明并专利
注册了家用全自动软水机。
2007年，在中国设立了全球
第六家生产基地，同期在新加
坡投资成立了产品研发中心，
以便向亚洲，特别是针对中国
城市用水环境、气候条件及水
处理现状，提供更多适应中国
水质特点的产品，用于满足中
国消费者日益提高的用水品
质需要。

昆山怡口净水系统有限
公司是美国怡口设立在中国
区的总部，2007年正式迈入
中国。昆山怡口净水系统有

限公司是 Marmon Water/
Berkshire Hathaway 下属
企业,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
韦(Berkshire Hathaway)公
司，2015年居《财富》美国500
强排行榜第4位，以及“2015
年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
第3位。

具有美国标准与美国技
术的怡口净水设备，始终坚持
对至高“水”准的追求，现已打
造成为全球信赖的怡口。家
庭生活公认的品质软净水享
受，专业科技、高标准产品和
精密质量管理，使怡口在世界
各地广获认可。怡口拥有4
个全球研发中心，10个全球
生产基地。怡口产品通过全
球2000多家授权销售合作伙
伴，在美国本土、加拿大、欧
洲、亚太、中东及非洲等全球
地区展开广泛的销售。

注册信息和网站的备案信息，
发生纠纷可追溯。在同一个
电商平台上，则要选择更加优
质的商家，尽量选择具有良好
信誉的品牌和店铺购物，海外
代购更是要谨慎。

网购陷阱2：霸王条款
应对方法：交易前，认真

阅读交易规则，注意合同中是
否有霸王条款，如“一经售出
概不退换”、“商家拥有最终解
释权”等条款。另外，由于此
类电子证据具有“易修改性”，
所以遇到交易金额比较大，或
比较重要的商品时，应将这些
凭证打印保存。

网购陷阱3：商家对网上
售出的商品，不承担“三包”责
任

应对方法：注意保存有关
单据。商家送货时，应注意核
对货品是否与所订购商品一
致（特别是食品类），有无质量
保证书、保修凭证等，同时索
取购物发票或收据，以便在遇
到所购商品与广告宣传不一
致时要求退货。

网购陷阱4：虚假折扣、
虚假价格、高昂运费

应对方法：多逛，不管线
上线下，不要盲从轻信。消费
者网购前要充分考虑自己的
需要，千万不要因为促销低价
盲目购买，确定在网上买确实
便宜，而且质量过硬，再下
手。价格过分低于市场上正
常价的商品，要谨慎购买。消
费者购物前应与卖家就送货
时间、运费支付、退换货手续
等问题达成协议，避免日后发
生纠纷。消费者在收货时应
先验货再签收，遇到不让验货
的情况应当拒绝签收；发现货
物有损坏或货单不符合时，可
以拒绝付款。

网购陷阱5：网购时使用
信用卡的比例比较高，容易出
现信用卡被盗用、财产损失的

问题
应对方法：最好使用专用

的一个账户，卡内不宜存放太
多现金。管好自己的个人资
料，信用卡号码和身份证号码
不要轻易泄露，更不要轻易地
把信用卡和身份证交给他
人。同时减少或杜绝在网吧
等公共设备上使用，以防用户
个人信息泄露。

网购陷阱6：信用作假
应对方法：卖家的信用是

整个交易的基础，消费者在购
买之前，要仔细查看购物网站
的商家和商品信誉评级，浏览
评价信息，参考他人购买后的
真实体验。看卖家的信用，首
先要看好评。好评不是越多
越好。其次好评的内容和回
复好评的内容，从中可以发现
卖家的性格。更需要留心卖
家对差评的解释。

网购陷阱7:买家汇款后，
根本找不到卖家

应对方法:专业的卖家在
成交后大多会给买家发邮件，
告知汇款方式，并询问买家的
邮寄地址。买家要注意，一定
要知道：卖家的固定电话、卖
家的具体地址。成熟的卖家
会告诉你它的汇款地址，即使
你选择银行转账，也要知道卖
家的地址。如果卖家不告诉
你这两个重要信息，不要付
款。要加强支付安全防范意
识，进行大额交易时不应直接
交付货款给卖方账户，最好经
由有信用的第三方中介支付。

购物时要提高网购安全
防范意识，不仅要擦亮双眼，
而且要注意保留相关交易记
录和证据，包括交易商品编
号、商品图片、交易时间、网页
截图，以及与卖家的聊天记
录、有关票据等，一旦与商家
产生纠纷，可以先通过客服平
台发起维权投诉，同时也可以
向工商、消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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