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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方方是是坑坑，，莫莫再再往往下下跳跳了了
细数新网购时代的3·15维权热点

本报记者 高倩倩 综合整理

A货、高仿刷屏当道

朋友圈“杀熟”成新灾区

微信朋友圈中的“微商”一
般都是亲朋好友，通过微信作
为基本的传播渠道，而最终成
交的一般也都是身边的朋友，
起初很多人都是觉得好看而转
发的朋友圈，最终随着诸多朋
友追问价格从而开启了自己的
微商之路。

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微信中
的海外代购就是想尽可能地帮
助身边有需求的人，但微信中
以奢侈品为主的A货、高仿产品
太多，并且女士化妆品、保健
品、食品太多，微信购买后食用
或使用出现一切问题根本没办
法去维权。

有媒体报道称，与去年相
比，“手机网购”成为新的投诉重
灾区，尤其是微信朋友圈购物
中，售假、欺诈、收款不发货、退货
难等问题层出不穷。根据最新出
炉的2014年中国互联网网购数
据，2014年我国网购用户达3 . 61
亿，手机购物用户达2.36亿。

然而，手机网购狂飙突进
的背后是网购投诉呈爆发式增
加的隐患，“杀熟”交易行为频
频爆出维权难。根据中消协日
前通报显示，去年全国消协组
织 受 理 的 远 程 购 物 投 诉 达
20135件，其中网络购物占比
92 . 28%。由此估算，网购投诉
平均每天就有约50件。

相比前几年网购遭遇的
“维权难”，2014年，国内移动网
购维权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
特别是伴随着“微信朋友圈”的
兴起、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际运用缺乏操作细节以及电
商寡头垄断趋势而加强。

微信“杀熟”交易频爆维权
难题。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监测数据显示：来自移动端的电
子商务(如微信购物、App购物、
手机QQ网购)等新兴移动网购领
域维权问题日渐凸显，成为仅次
于传统PC网购和O2O团购的第
三大用户投诉热点领域，占总电
商投诉11.01%。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
购与维权专家表示，移动电子
商务维权很大问题出现在，例
如朋友圈购物，售假、欺诈、收
款不发货、退货难等问题，公众
号中卖假售假情况触目惊心。
由于缺乏经营主体，买卖双方
属于私下交易等因素，类似微
信购物等“杀熟”交易行为频频
爆出维权难。

海淘成网购新选择

过程艰辛维权曲折

当国内的商品满足不了消
费者们，或是希望以国外的低价
格抢购商品时，“海外网购”成为
了更多消费者们的新选择。春节
前，去日本买马桶盖成为全民消
费大行动，海淘热从其他行业瞬
间蔓延到家居行业。

在2014年中我国的快递业

也飞速发展，以“专线快递”作
为切入点的国际物流业务也都
纷纷布局。一个又一个民营快
递公司已经走出国门，与“世
界”接轨，方便了诸多的“海淘”
用户。

面对巨大的海淘产值，你
我都可能是海淘的消费者。但
目前海淘在转运、售后等多方
面依然停留在灰色领域。不少
海淘一族尝到海淘的实惠的同
时，也受到海淘不少的虐。

虽说物流已经很给力，带
动了海淘业，但问题还是有的。
有些商品海淘确实优惠多多，
但也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大洋
彼岸的价格虽优，但如果被

“税”了，到手后你确定它还是
购买时候的价格么……

在“海淘”中也会出现许多
的电子产品，但最终却被海关
扣押，最终商品到不了消费者
们手中。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
诸多像是“3C”一样针对电子产
品的“强制认证”，国外的很多
商品没有这些认证，海关或是

“相关部门”有权扣押，最终就
会出现你交了钱但是拿不到商
品的尴尬局面……

发错货，发少货，货物拿到
手时有损坏或者快要过期，甚
至买到假货等等都是海淘容易
出现的问题。而由于退换货不
方便，很多情况下，最后是不了
了之。

海外网络购物要经过境
外电商、境外物流、境内
快递公司三大环节，
配送周期长且相
对 国 内 配 送
风险大，任何
一环有纰漏
或 衔 接 不
上，商品就
有 可 能 出
问 题 。有
时想要知
道 问 题 出
在哪里、要
追究责任却
无 从 下 手 。

此外，业内人士还表示，网络支
付不安全，信用卡账户可能被
盗刷等，这些也是海淘带来的
风险。

P2P网贷平台屡“跑路”

监管真空成难题

像逛淘宝、天猫一样在网
络平台“淘”笔钱、放个贷，正成
为一种新的理财流行。但在高
利率的诱惑背后，频发的民间
P2P网贷平台“跑路”事件则敲
响了警钟。

根据各家平台热炒的概
念，“P2P小额信贷”是一种个人
对个人的网络直接信贷模式，
国内知名的有宜信网、人人贷、
拍拍贷等。通过上述平台，借款
人可以直接发布借款信息，而
出借人在了解对方的身份信
息、信用信息后，可通过网站直
接与借款人签署借贷合同，提
供小额贷款，并获得远高于银
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回报。

“这其实就是在美国比较
有名的众筹模式，通过社交网
站向众多用户募集资金，再把
这笔钱借出去，向中小企业或
个人提供贷款服务，其中的利
率差由平台方和借款方分成获
利。”业内专家表示，高回报的
背后，也有着高风险。2014年，
P2P新增平台超900家，而问题
平

台多达275家，是2013年的3 . 6
倍，仅仅12月，跑路平台就达92
家，数量为2013年全年总和。

“互联网渠道聚集资金的成
本很低，小额贷款实际利率在
30%到40%，往往是传统银行不愿
或不能投向的领域，监管真空、
杠杆不受限，这是吸引前赴后继
进入者的主要原因。”业内专家
说，P2P网络借贷平台手续简便、
方式灵活，本来是对传统金融业
的有益补充，可是由于部分P2P
网站经营不善或者一些骗子网
站的加入，使得风光一时的P2P
出现了倒闭潮、跑路潮。

网贷行业目前存在不少问
题。比如，网贷平台的准入门槛
尚未形成，行业自律不健全，征
信体系不完善，监管法规缺失，
监管部门无法可依，这些都在
客观上为不良分子利用网络平
台实行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P2P网
贷平台的监管问题也受到了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有人
大代表建议，国家尽快出台P2P
网贷平台监管法规。法规可从以
下方面入手：准入门槛、合规性
要求、投资人资金的安全保障、
衍生品和本金业务规模杠杆限
制、流动性要求和应急机制、投
资者权益保护和保险制度设计、
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违法追究适
用条款等。

A货、高仿刷屏当道，朋友圈“杀熟”成新灾区；海淘成了购物新选择，可维权路途的艰辛曲折只有自己清楚；高收益、、高
回报的P2P网贷平台让人眼前一亮，可“跑路潮”频繁来袭，让人防不胜防……近年来，随着网购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网购
假货的泛滥正在逐渐引起人们关注，微商、海淘等新网购渠道的监管空白更是暗藏隐患。新网购时代如何有效维权，消消费者
更显困乏与无助。细数当下的3·15维权热点，前方是坑，就别再往下跳了！

网购时常遭遇“钓鱼”网站，
或进行“挂羊头卖狗肉”式售假，诈
骗招数层出不穷。消费者一旦受
骗，由于大部分被投诉网站实际经
营者无法查找，职能部门难以监
管，调解或查处的成功率很低。

支招：消费者发现被“钓鱼”后
要及时登录网银，查看款项流向，
及时联系银行客服和款项流入支
付平台，冻结款项，尽快报警。

支招

如何破五大

网购“猫腻”

本报记者 高倩倩 综合整理

部分网络商家经常宣称所谓
的“最低价”、“最便宜”或“最划
算”，并打着“限时促销”的幌子忽
悠消费者。实际上，他们大都采用

“先大幅涨价，再打超低折扣”的伎
俩，网民掏钱消费了，以为得到较
大实惠，实际可能吃了暗亏。

支招：抬价打折、虚构原价，包
括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

“最低价”或其他欺骗性价格标志
销售商品的都属于价格欺诈，可并
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团购网站推出的“超低价”销
售活动到真正消费时相关服务同
步“缩水”，引发纠纷。不少消费者
投诉“团购后被迫二次消费”，如

“酒店团购价变预付价”等现象屡
见不鲜。

支招：选择信誉度高的网站，
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货到付款，
避免向网站提供的个人账户付款。
消费者应对销售页面、消费提
示、付款界面记录等截图保存。

不少网络商品声称“原装行
货”，“支持专柜验货”等，但消费者
购买后想“验明正身”却遭遇“鉴定
难”，网站店主、销售专柜、专卖店、
代理公司相互“踢皮球”。

支招：此类问题，网络消费者
可通过录音、公证等方法记录品牌
企业对产品的口头鉴定意见或答
复，以代替品牌企业的书面结论。

“钓鱼”网站层出不穷，

网民受骗防不胜防

先涨价后打折，

真促销假优惠

团购价低服务“缩水”，

网民易遭“二次消费”

商品真伪难鉴定，

网店商家“踢皮球”

海外代购风险大，

验货退货维权难

海外代购存在较大风险，如
购买的商品有质量瑕疵，很难退
货；而有真伪存疑的问题，国内
也缺乏有效的鉴定渠道；一旦发
生消费纠纷，维权就更加难了。

支招：我国还没有关于网络
代购电子商务交易的立法。买家
应要求代购人提供购物凭证、收银
单据、商品出售商家的联系电话
等，并保留邮寄凭证，以备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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