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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倾斜的双十一，他们不服气

一一边边打打折折，，一一边边““抗抗议议””，，实实体体店店对对 网网购购狂狂欢欢爱爱恨恨交交织织

2014年11月11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彭传刚

美编：牛长婧 组版：韩舟

C04-C06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任磊磊 通讯
员 王冰 杜陶羽） 随着双十一网购狂欢
节来临，各大电商交易平台的商品促销信息
量猛增。10日，济南市工商局发布消费警示，
提醒消费者注意虚假促销信息、退换货条件
和朋友圈交易，避免双十一陷阱。

虚假促销谋取利益

今年国庆黄金周，马先生在一家电商平台
的网店里发现一款冲锋衣正进行“限时折扣”促
销活动，商品原价显示为1169元，12小时的特惠
时间内仅需398元，称仅此一次，便急忙付款。可
在接下来的几天，马先生发现在相同的商品页
面上，该冲锋衣每天都“限时折扣”，而且同款商
品的原价在不同店里也有很大差距。而市民许
先生近日登录淘宝网发现，一些商品在图片上
标注双十一促销标志，但查看商品价格变动情
况，却没有打折迹象。

对此，工商监管人员建议网购消费者，为
了享受双十一打折实惠，除了要在正规平台
的官方双十一活动页面下选购商品，还可以
通过查看商品价格曲线、成交记录等方式加
以鉴别，如果没有显示交易平台正规的“双十
一”活动标签或商品上架时间较短，则要谨慎
购买。

退换货是否要“理由”

今年3月颁布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首次作出网购商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
定。据工商人员介绍，双十一网购促销活动往
往伴随着冲动消费，“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为
消费者提供了后悔权，但并非所有网购商品
都可以无理由退换。按照新《消法》的规定，按
需定制、鲜活易腐、期刊杂志以及在线或者被
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不适用该条款。特别是如果网店在消费者购
买前已经明确标明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也无
法应用这条维权渠道。

对此，建议消费者在购买前通过平台提
供的通讯软件同商家确认是否享受无理由退
换货，做好维权保障。

谨防朋友圈“购物节”

双十一不仅带热了电商平台，活跃在微博
和微信朋友圈的“微商”也开始跃跃欲试。但工
商部门表示，朋友圈交易需格外谨慎。

10月中旬，大学生小刘在朋友圈看到一名
“微商”发出“预热双十一，爆款跑鞋大折扣”的
消息，销售跑鞋的价格比正规电商平台的折扣
力度还要优惠。为了显示信誉，这名“微商”指
引小刘在一个类似正规网店的页面付款，但半
个月后仍未收到商品。事后小刘才发现，原先
的付款页面竟是高度仿冒正规平台的钓鱼网
站，而朋友圈里的“微商”早已不见踪影。

工商人员建议消费者尽量使用安装有相
关安全插件的浏览器，登录正规商品交易平
台进行交易。

提个醒

网上“血拼”防三类陷阱
工商提醒：朋友圈交易要谨慎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刘雅菲） 10日早上的经

十路上，开来了一辆不太一
样的117路公交车，公交车的
两面各印着一个小伙子的照
片和征婚宣言。这是一次征
婚还是一场炒作呢？

一上午没接到

一个征婚电话

据记者了解，车体广告
上的两个小伙一个叫李洪
亮，一个叫魏衍超，俩人今年
都是26岁，能登上车体广告
还源于两人的一句玩笑话。

“咱俩要去参加非诚勿扰肯
定行，”在一次朋友聚会中，
魏衍超对李洪亮说道，“上非
诚勿扰耽误时间，成功率也
不一定高，咱还不如在公交
车上登个车体广告呢。”在广
告公司工作的李洪亮很快想
到了自己的本行。

一句玩笑话说着说着也
就成真了，俩小伙子开始张罗
起来做车体广告征婚的事情。

经过一番研究，俩人选择

了双层的117路和5路公交车登
广告，每一辆车一个月的费用
大约是3万元。李洪亮的工作
就是广告公司销售员，车体广
告的业务对他来说已经十分
熟悉。要做车体广告，首先要
到工商局进行户外广告的审
批。“我一开始想用个化名呢，
审批的时候人家不同意，说是
必须得用真实信息”，李洪亮
说。而在车体的尾部，俩人都
留下了邮箱，李洪亮还专门去
开通了一个新的手机号，供征
婚对象联系。“我不太想因为
这件事打扰我的正常生活”，
魏衍超说，因此他没有留下自
己的联系电话。

对于车体广告征婚的效
果，李洪亮表示：“我还是挺
期待的，不过也有一些担心，
你说我不会被人肉搜索吧？”

为了扩大征婚的影响力，
李洪亮还专门联系了济南的
各个媒体，想通过媒体的报道
让更多的人知道。但一上午过
去了，李洪亮的征婚电话除了
记者的电话，并没有接到别的
征婚者的电话。

征婚还是炒作

市民看法不一

10日早上，在体育中心北
门的公交车站，这辆117路一进
站，就有几位等车的市民看到
了车体上的广告，还有一些好
奇的市民拿出手机来拍照。

“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
的，现在的征婚方式越来越
多了，电视征婚什么的都不
新鲜了，这也是一种新的征
婚方式。现在有些年轻人的
交往面比较窄，这样可以扩
大接触面。”市民陈先生说。

“炒作！这肯定是炒作！
要不就是广告公司做广告
的”，张先生则持有和陈先生
不同的意见，“婚姻这都是个
人的事，这样做广告也太不
严肃了。”

郑女士则从车体上的联
系方式里发现了一些问题，

“两个人就留一个联系电话，
这一看就不太对劲，这个电
话可能是做广告的吧，反正
我是不会去打电话应征的。”

双十一被淡忘的光棍们也不甘寂寞

俩俩小小伙伙公公交交车车体体打打征征婚婚广广告告

促销不一定是真便宜

厉女士从第一次双十一活动开
始就参与了，“当时说都是五折，太
有吸引力了，而且看起来的确是很
便宜，我第一年买了七八样东西。”

但后来一次无意间的发现，给
了厉女士这股得意洋洋的劲儿重重
一击。“我当时给孩子买了一件羽绒
服，标价500多块，半价200多块，我
毫不犹豫地就买了。没想到，促销活
动结束后，这件羽绒服还是卖200多
块，而且当时卖家自己又搞活动，比
我双十一买的还便宜十几块钱。”

既浪费了时间还受累

有人在双十一浪费了感情，也
有人浪费了时间。

“上班的时候开着电脑，干着工作
的间隙就把淘宝打开了，浏览浏览商
品，不知不觉几十分钟就过去了，那一
段时间工作效率特别低。”不仅是上班
的时候，晚上睡觉前，刘女士也会拿着
手机再翻翻看看有什么便宜的东西。

“就像是上了瘾，忍不住。”
唐女士参与了两年的双十一狂

欢，“第一年的时候我的热情很高
涨，到处比价，真的是太累了。”唐女

士说，第二年的时候，本来不想再参
与了，但是在周围人的带动下，还是
加入了购物的行列，“第二年我学聪
明了，用了比价软件，没有头一年那
么累了，但是我发现比来比去，促销
期间只便宜了十几块钱，浪费了这
么多时间真是得不偿失。”今年，唐
女士已经打定主意，说什么也不去
凑那个热闹了。

冲动买来多余的东西

“我是个‘剁手族’，一买起来，
简直停不下来。”陈女士这样向记者
形容自己。

在陈女士的衣橱里，还挂着四
件去年双十一时买来的大衣，其中
一件连吊牌都没有拆，“当时只是觉
得便宜，机不可失，如果再不买以后
就贵了，所以就买了。”去年，光大衣
陈女士就买了四件，再加上其他的
商品，总数得有十几件。

刚刚上班两年，陈女士还没有
太多积蓄，去年那一天的购物狂欢，
花掉了她卡上几乎所有的钱。“太冲
动了！买的时候心里很爽，收包裹的
时候感觉像收礼物。可是看着还剩
三位数的银行卡，真的很后悔，有些
东西我根本就用不上。”今年，陈女
士下定决心与“剁手族”说拜拜。

前几年吃过促销的亏，今年不再凑热闹

双双十十一一狂狂欢欢中中也也有有““淡淡定定族族””

双十一来了，省城不少商
场瞅准网络购物狂欢前最后
一个周末大打价格战，多家商
场可见“50买100”、“折上折”、

“抢红包”等促销方式，商场内人气爆棚。实体店价钱合适，不
少市民试后直接购买，提前“剁手”过起了双十一。也有的商
家花钱做广告，呼吁市民抵制双十一，避免过度消费。

本报记者 王皇 崔岩 实习生 马丽林

上周末，不少准备到商场
试衣服记货号备战双十一的
市民发现，商场已经提前过起
了双十一，而且连支付方式也
和网上类似。

记者在泉城广场地下的银
座购物广场看到，店内几乎所有
专柜都贴上了50变100、60变100
或70变100的折扣条，大部分鞋
子能打五折。几乎每个专柜前都
站满了试鞋、试衣服的市民。在
广场内各个收银台，有五六人排
队缴费。

“双十一要来了，想来店
里 试 试 ，记 个 大 小 和 货 号 网
购，比较靠谱，但没想到店里
也打5折。”在一家专柜试鞋的
刘女士试了两双后，当即购买
了一双原价9 0 0多元，折后近
500元的靴子。销售人员说，专
柜接到商场的通知，7日至1 1

日全面打折。“很多新款鞋也
直接 5折，几乎和网上的打折
力度一致。”

“抢红包”支付方式也植入
店内，在商场内用支付宝支付满
299元有机会得到50—4999元不
等的红包。

在优品汇奥特莱斯，部分
品牌断码和换季服装正在打

“折上折”，吸引了大批市民前
往试衣。在七里山奥特莱斯店，
二楼的几大运动品牌和一楼的
鞋子专区几乎每天都有大量市
民购买。

“网上不就是实惠嘛，要是
店里也一样实惠，谁都愿意就近
买啊。”市民邱女士说，自己虽然
已经在网上放入了不少双十一
的货品，但她更喜欢在店里试后
立马就买。“我觉得商家让利应
该更多一些。”邱女士说。

商场大打价格战

市民“剁手”购买
10日，在济南泉城路上，一商家在门面大窗上贴出了双十一的促销活动，“省钱到失眠”

的标语着实引人注意。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公交车一进站，有市民拿起
手机拍照。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做广告抵制双十一 呼吁市民理性消费

10日上午，济南街头出现了几
辆奇怪的厢式货车，车身上贴着大
横幅，呼吁人们抵制双十一，抵制

“垃圾”消费。车上工作人员称，这
是由实体店老板投放的广告，呼吁
大家“双11”期间理性消费。

“今天上午，在槐荫区济齐路
上，看到有两辆厢式货车抵制双十
一呢，挺奇怪，还让我签名。”10日
上午10点，市民刘先生致电本报。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这两辆搬

家车所属的搬家公司，工作人员
说，他们也是接到公司总部的通
知，说有人花了不少钱包了搬家
车，在很多城市做这样的车体宣
传。记者查询发现，南京、西安等地
确实已有对此事的报道。

济南该家搬家公司负责人梁益
清告诉记者，济南共出动了4辆车，根
据合同约定的11月6日-12日宣传周
期每天上街。

梁益清说，公司每辆车每天的

运营费用为1000元，广告制作由客
户自己完成，做好后运往各点。如
果按7天计算，100辆车的运营费用
就是70万元。谁花这么多钱做这样
的广告呢？出于商业秘密的考虑，
该负责人并没有透露雇主的信息。

梁益清透露，打广告的客户是
一家实体店的老板，电商双十一对
他的生意影响很大，对方打广告是
呼吁消费者双十一期间理性消费，
不要过度消费。

坐在电脑前挑选比价熬
到眼睛通红，购物车里的商
品看了一遍又一遍，添了再
删，删了再添······双十一
之前，这成为很多网购一族
的生活常态。但是还有一些
人，在这场狂欢之前却保持
着冷静，不是他们不爱网购，
而是经过几年的狂欢，逐渐
变得理智。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出现在济南街头的抵制双十一车身广告，有市民在签名。 热心读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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