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欧新平 电话：2352950 2018年11月25日 星期日

消费04 czczrb@163.com

（本表数据由潮州市价格监测中心提供）

市农贸市场
农副产品价格情况

商品名称

排骨

精瘦肉

肋条肉

鸡肉

白壳鸡蛋

西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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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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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

30.00

20.00

14.00

18.00

7.50

3.00

3.00

3.50

3.00

3.00

4.50

4.50

3.50

3.00

4.00

4.00

4.50

4.50

2.50

5.00

5.00

2.50

3.00

3.00

4.00

5.00

4.50

4.50

4.50

3.50

3.00

3.00

2.50

4.50

30.00

20.00

14.00

18.00

7.50

3.00

3.50

3.50

3.00

3.50

4.00

4.00

4.00

3.50

4.00

4.00

4.50

4.50

2.50

5.50

4.50

2.50

3.00

3.00

4.00

4.50

4.50

4.50

4.50

3.00

3.00

3.50

2.50

5.00

本周五

乡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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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元/500克 2018年11月23日

■ 消费图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
额达 4.08 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
的网上零售额为3.13万亿元。相
关专家建议，随着电商蓬勃发展，
在法律对其约束的同时，也要积
极引导商家采取措施，通过打通
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制定行业规
范等方式，形成重诚信、守承诺的
行业秩序。

王新亮说，一些商家的虚假
承诺等不诚信现象，是一种欺诈

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除依据现行法规约束商家外，电
商平台可以加强对诚信商家的宣
传和推广，为诚信商家颁发诚信
经营许可证。此外，市场监管部
门和行业协会可推进商家信用体
系建设，把各地消费投诉情况进
行量化，通过数值和评级的方式
给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引导商
家自我约束。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刘悦坦说，企业应更加注重售后服

务体系的打造。产品质量和售后
服务关系到企业品牌形象，企业应
在拓展维修网点的同时，统筹好现
有售后资源，打通线上线下维修渠
道，把所有产品都纳入服务范围。
只有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
心，才能形成口碑效应。

针对消费者购买电商产品遭
遇的售后维修难题，王致远说，消
费者网购时要及时保存商家的宣
传网页和有关承诺，特别是保存
好与商家的购物聊天记录、相关
支付信息等资料，并向商家索要
发票。一旦发生纠纷，及时拨打
经营者所在地的 12315 进行投
诉，维护自身权益。

据新华网

电商购物价格可以优惠
服务不能打折

调查：

电商售后暗藏哪些陷阱？
随着“双十一”网络促销活动结束，电商产品售后迎来一年内的最高峰。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电商带给消费者便利的

同时，一些产品因为销售渠道不同、商家售后保障不规范，无法进行正常的售后维修。甚至有部分生活用品、家用电器等

产品，售前承诺的全国联保，需要维修时，却困难重重，成了“无处可保”。

山东大学大四学生梁民不久前
在一家网上商城购买了一辆自行
车，商城的售后条款中，明确写着

“自行车享有全国2000家门店的售
后保障。出现故障可选择就近门店
进行维修。”但当他去临近专卖店修
车时，却被告知“只能凭发票与保修
卡在取货专卖店享受保修。”

“本以为修车不是什么大问题，
现在才发现，不仅不能就近保修，说
好的全国联保，竟然变成了只能去
提车的店铺维修，实在让人意外。”
梁民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买这个
品牌的自行车，看重的就是承诺的
售后服务好，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

济南市民陈普近期遇到的“麻
烦”不是去哪儿修，而是无处可
修。3个月前，陈普买了某品牌的

一款龙头式净水器，最近净水器出
现故障。“打了官方客服电话，被告
知这类产品不能上门维修。”陈普
说，在他一再坚持下，客服给了他
一个济南售后维修站的电话，但没
想到的是，维修站工作人员说这类
产品没法修。

陈普告诉记者，由于不在同一
城市，网上店铺也不提供维修，只
是邮寄了几个配件让他自己更
换。当询问为什么线下维修网点
不能维修时，店铺客服回应称“线
下没有这款产品，遇到问题再联系
店铺更换配件就行。”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
任王致远告诉记者，近两年，受理
互联网投诉比例大幅上升，其中电
商售后问题消费投诉不在少数。

不少电商产品售后维修遇难题：

全国联保成了“无处可保”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品牌盲目
追求销量，在销售中使用与实际情
况不符的宣传语，在产品售后服务
上玩起了猫腻。部分品牌的线上和
线下销售代理商不同，售后维修渠
道并未打通。

一是宣传语与实际情况不符。
陈普说，他在维修净水器过程中最
疑惑不解的，就是在净水器的购买
页面上明明写着“上万家服务网点，
覆盖乡村”“全国联保”“终身质保”
等宣传标语，但当产品出现问题时，
却没有一家售后网点可以维修，“全
国联保”成了一句空话。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宣称
“全国联保”的品牌，售后服务网点
其实很少，不少地区根本没有维修
点。这些品牌为了销量，在售后问
题上“夸下海口”，通过虚假宣传的
方式减轻消费者疑虑，当产品出了
问题时，却置之不理。

二是电商产品遭到线下维修点区
别对待。多位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
台购买的商品，需要维修时，经常遇到
平台客服将问题推给厂家，厂家又以

产品是网上销售为由，将责任推给电
商平台。这一线上不愿修、线下不愿
管的现象，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

有5年电商运营经验的从业人
员张弛告诉记者，网上店铺很多是
代理商，和线下品牌直营店的销售
渠道不同，型号也不一致，因此维修
站点会拒绝维修。这一问题症结在
于厂家自身没有统筹协调好线下线
上渠道间的关系。

三是免费维修变成收费维修。
在一些产品承诺“全国联保”“1年免
费维修”的背后，仍有不少猫腻。记
者近期以维修为由咨询了几家品牌
售后人员，有客服表示，只有部分配
件能免费更换，但邮费需要买家承
担。如需上门服务，上门费、工时费
也得买家支付。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
亮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
者出售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出现
故障，消费者要求进行退货、更换、
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
要费用。免费维修变为收费维修不
符合相关规定。

电商售后有哪些猫腻

花几十万元订购的家具出现多
部位掉漆现象，福建省武夷山市消
费者兰先生多次与商家交涉却无结
果。11月1日，在武夷山市消委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帮助下，商
家承诺减免货款，并延长免费维修
时间。

10 月 22 日，武夷山市消委会
接到消费者兰先生投诉，称他花40
多万元向福建某家居有限公司订
购的家具出现多处掉漆现象。兰
先生怀疑这批家具存在质量问题，
多次与商家协商无果。

武夷山市消委会、武夷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进行调查，商家
承认部分家具存在一定质量问题，
主要是在抛光制作工序上出了问
题，导致家具掉漆。

10月31日、11月1日，武夷山
市消委会、城区市场监管所两次组
织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家居
公司承诺减免货款 8 万元，在 1 个
月内免费更换、维修好出现质量问
题的家具，并延长免费售后服务时
间至5年。

据中国消费网

订购家具掉漆商家减免货款

近日，马蜂窝旅游网部分评论
信息存在虚假内容引起广泛关
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订
餐、购物、订酒店等都可以通过网
络完成，而这种交易形式一般都伴
随着评价机制，买卖双方可以互相
评价，好评各方乐见，可一旦买家
给出差评，交易大多以不愉快收
场，甚至大打出手。

买家给出差评后会怎样？平
台和卖家一般如何处置？记者进
行了调查。

差评只有自己能看见
“被马蜂窝的好评坑到了，泰

国酒店的体验根本没有评论说的
那么好!”刚刚从普吉岛游玩回来
的宋小芸(化名)告诉记者。

原来，宋小芸在去泰国游玩之
前，特意在马蜂窝上看了攻略，尤
其是在选择酒店时，很认真地看了
大家的评论，看着好评如潮的普吉
岛“深绿度假村”，宋小芸没有多想
就预订了。

宋小芸告诉记者，到了泰国入
住这家酒店后，体验并不好，于是
就联系马蜂窝的客服，可是根本打
不通，发出的电子邮件也石沉大
海。最后投诉到 3·15 才有了回
复，但是并未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宋小芸对酒店
给出了差评。可是，让宋小芸意想
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用户只能看
到其他人的好评，而看不到差评，
我自己评价的差评只有我自己可
以看到。”宋小芸气愤地说。

看到这一情况后，宋小芸立刻
向马蜂窝的客服投诉，但得到答复
是:“这是系统设置的问题，客服无
法解决。”

在宋小芸的一再追问下，客
服说:“您的评价肯定没有被删除，
只是看不到，可能是排的太靠后，
毕竟有几千条的评论，您的要求
客服部门无法处理，这是技术团
队的问题。”

在被一番推脱之后，宋小芸恨
恨地说:“以后都不会再使用马蜂

窝的任何服务了。”

打感情牌要求删除
在北京某公关公司工作的王

女士最近删了一条自己网购时给
的差评。

王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天在淘
宝网上买了一双鞋子，收到货物
后，她看到实物和图片介绍完全不
符，想到退换货麻烦就没有退货，
就给了卖家一个差评，谁知刚给完
差评，王女士就收到了卖家发来的
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是:“亲，打扰了，我
是个单亲的宝妈，为了自力更生努
力生活着，还请您帮我删除下您的
评价，给我们一次改进的机会可以
吗？拜托了，给您补偿!”

“看到这条评价后，我觉得确
实该给他们一次机会，就想和他
们聊一下，想着把货退了。可是
一忙就把这事给忘了。”王女士告
诉记者。

“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一条短
信，短信写道:‘亲，我是今天联系
您的淘宝客服，麻烦您删除评价，
老板给我下最后通牒了，恳请亲用
一分钟时间换我一份工作，在此跪
谢了，旺旺等您呢，给您返现补偿
的，生活用品’。”王女士说，在收到
这条短信后，我就删除了差评，也
没要什么补偿。

“不过之后我把这事和同事
说，同事说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
况，我想这是卖家的一种手段吧。”
王女士说。
给差评被人身攻击

在北京某大学读大一的小美
(化名)是个甜食爱好者，经常在美团
外卖购买蛋糕作为茶点。可是最近
的一次购买经历着实让她上火。

小美告诉记者，几天前她在美
团外卖订购了一款蛋糕，收到后口
感特别不好。“太难吃了，没吃几口
我就给扔了，然后就给了商家一个
差评。”小美说。

小美告诉记者，在评价后的第
二天，她看到了卖家的回评:“这么

难吃？那为什么不打电话退款
呢？为什么要忍气吞声的花钱受
罪而不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看到卖家的回评不客气，小美
就私信了卖家，没想到在私信中卖
家开始人身攻击小美，而且语气非
常强硬，一直在质问小美。在短暂
的交锋后，小美不再理会卖家的消
息，但是卖家并未停止继续发消息
指责小美。

之后，小美在美团App上投诉
了卖家，并且发了微博，之后，美团
客服微博私信小美称，已经和店家
沟通过了，不会再骚扰你。

据记者了解，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网络服务大多都建立
有评价机制，但是买家给差评后常
常会面临商家的骚扰、恐吓。

据相关报道显示，去年年底，
郑州的小丽在淘宝购物后迟迟未
收到货物，因此投诉店铺并给了差
评。之后，小丽遭到卖家不断骚
扰。几天后，正在上班的小丽接到
自称快递员的来电，让她下楼取快
递。当小丽来到电话中指定的快
递取件点时，一名陌生男子突然冲
出来对她一顿拳打脚踢。没等小
丽反应过来，男子便逃离了现场。
正当小丽惊魂未定时，再次接到了

“快递”电话，对方称他就是那名淘
宝卖家。

今年1月，一名女孩在网上购
物，发现很多东西的实物与图片都
不符，而且质量存在很严重的问
题。在与卖家交涉无果的情况下，
女孩给这家店铺一个差评。过了大
概一个星期，女孩接到快递电话，说
有新的包裹。打开包裹后，女孩发
现商家居然给自己寄了一堆冥币，
而且商家还多次诅咒女孩。

今年10月，家住黄石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张大爷在网上购物时，
因为给了卖家一个差评，竟遭到对
方一天十几个电话骚扰，甚至发短
信威胁，平静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后，张大爷无奈之下报警求助。

据《法制日报 》

网购给差评何以成高风险行为？

商家开展经营活动时，为防止双
方争议陷入两难，通常会声称“最终解
释权归商家所有”。这样一来，即便消
费者有异议，店家也可以搬出双方当
初约定来搪塞。殊不知，这样的格式
条款涉嫌违法，属霸王条款。近日，记
者从广西区南宁市工商局获悉，南宁
多家商家因违规被罚。(据11月13日
《南宁晚报》报道)

相信绝大多数消费者对“最终解
释权归商家所有”这句话都不会感到
陌生，不管是商家搞活动的宣传广告，
还是消费者办理的会员卡、预付卡，在
不起眼的角落，几乎都有这句话。大
多数情况下，消费者也没有在意，即便
有少数消费者觉得这句话不妥当，商
家也不会进行修正。

而站在商家的角度，之所以要在
各种经营活动中专门标注“最终解释
权归商家所有”，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在主观上为后面的违约、失信
等行为提前找好借口，把“最终解释权
归商家所有”当成了引发消费纠纷后
搪塞消费者的武器;二是商家担心自己
的打折、优惠等活动有考虑不周的地
方，被消费者发现漏洞惹来麻烦，干脆
用一句“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以绝
后患，免得自己陷入被动境地。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从法律角
度来看，这样的话语已经涉嫌违法，也
属于我们惯常所说的霸王条款。商家
把“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这句话
标注在自己的活动广告、会员卡、预付
卡上，等于单方面排除了消费者解释
格式条款的权利，必然会导致商家与
消费者之间的格式条款和交易行为失
去了公平性、合理性，也失去了合法
性，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换
句话说，“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属
于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
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
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
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
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对
此规定得更为明确，第十二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
等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
作出含有下列内容的规定……”其中
就有不得“规定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
权或者最终解释权”。

违法的当然就是无效的，不但无
效，还会遭到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可
谓得不偿失。对于商家来说，不仅应
该提高法律意识，更要彻底打消利用

“最终解释权”来坑害消费者或者蒙混
过关的念头。而作为消费者，以后再
看到这样的字样，不妨及时指出或向
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同时，也是助力营造健康的市场
生态。

据《中国消费者报》

商家最终解释权
属霸王条款

■ 消费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