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疯狂“双十一”，热了电商，冷了实体店

实实体体店店员员工工藏藏标标签签防防试试穿穿族族

C06 2013年11月8日 星期五

编辑：张旋 组版：冯龙

今日枣庄

消费

货货运运费费已已清清 竟竟还还要要收收提提货货费费
收费本身让消费者不满，还没有发票

为了可以提前看到自己在
网上相中的衣服，穿到身上是
什么效果，多大的码数正合身，
不少准备在双十一狂购的市
民，都会选择到实体服装店去
试装。“虽说在实体店买衣服，
质量和尺码上会更放心，但一
些衣服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对我这样的工薪族来说真舍不

得买。”25岁小彤说，平时也有
在实体店试衣服，然后记住品
牌和尺寸，再到网上去买的习
惯，刚开始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毕竟试完了效果很好，这时店
家也看出自己很满意，就一个
劲的推销，但为了能够以一个
更实惠的价格买到衣服，自己
就会找出各种理由走出店门。

在网购更加方便、丰富的
今天，各大衣食住行类的商品
品牌，都开始纷纷入驻网店。在
质量相差无几，而同等商品价
格，远远优惠于实体店的情况
下，消费者已经逐渐开始减少
在实体店里的消费。据市民孙
阿姨介绍，自从女儿毕业回家
工作后，除了碰到商店大优惠

或反季清仓，会趁机会多买两
件外，平时都是和女儿一起在
网上淘衣服，“老觉得网购会上
瘾，听说这两天又到什么‘双十
一’了，我女儿一下收藏了一大
堆东西，我也跟着挑了两件，平
时两三千的，都开始打一折两
折了，很划算，又是品牌服装，
买了也放心。”

网网购购有有风风险险
下下单单需需谨谨慎慎

本报枣庄11月7日讯(记者 韩
微) “看着和实体店的的衣服一模
一样，还便宜那么多，买了。”不少
市民在“双十一”当天，做什么事都
心不在焉，只为等着到时间赶紧抢
购自己中意的商品，为了确保可以
第一时间拍下心爱之物，准备在11

号凌晨熬夜下单的也不在少数，而
往年收到货物后，也有不少市民表
示，商品还是存在仿品或误差。

采访中，市中区的张女士告诉
记者，去年“双十一”时她就曾参与

过抢购活动，当时购买的是一件呢
子大衣，因为在实体店有试穿过，
所以在网上购买时也是专门找的
正品网店，可在货物到了之后才发
现，衣服不仅尺码有问题，就连质
量也和实体店有很大差距，后来拿
到实体店找人帮忙鉴定后才确定，
自己买到了仿品。因为之前网店客
服保证说，衣服绝对是正品，所以
张女士赶紧找客服人员反映，结
果，在了解情况后，客服人员拒绝
给张女士退换衣服。在气愤客服人

员的欺骗后，张女士在网上查到了
衣服品牌，上海总部的投诉电话，
在总部人员的协商沟通下，张女士
最终追回应有的赔偿。而类似张女
士的网购遭遇并不在少数，特别是
类似于“双十一”活动期间卖出的
商品，不少网店客服人员在接到顾
客投诉货物有问题时，往往会推脱
活动期间打折商品拒不退换，而为
了避免麻烦，不少消费者抱怨之后
也不会专门再去找店家麻烦，就只
能当是花钱买了教训。

另类“脱光险”
给单身一个惊喜

本报记者 韩微

“双十一”临近，除
了打着“光棍节”的噱
头促进消费，各大消费
网站也纷纷出招，备战

“双十一”，电器、家居、
服装等不仅提前打出
预购折扣消息，更有

“脱光”保险出炉待购。
而就在网商们大张旗
鼓的张罗着新一轮购
物狂潮时，不少实体商
铺老板则对此纷纷避
之不及，想办法应对网
购带来的冲击。

备战“双十一”，市民进实体店“备课”

据市中区吉品街商铺的一
位服装店老板介绍，因为近两
年网购越来越火，特别是一些
特殊节日的时候，总会有不少
年轻人到店里试衣服，然后偷
偷用手机拍下衣服标签牌，看
得多，试的多，但就是不买。作
为店家，也不好说“上帝”什么，
所以今年自己就把店里的商品
标签藏了起来，或者在帮顾客

试衣服的时候，故意把标签弄
到他们不方便看到的地方。“因
为有时像贴身的衣服的话，顾
客就需要进试衣间，标签藏不
了 也 只 能 是‘ 为 他 人 做 嫁 衣
了’。”

虽说不少大品牌有正规的
网络销售店，但在走访中记者
发现，很少有实体店的工作人
员，去主动提及自己品牌的网

店，即使商品销售价格完全一
样，店员也往往只是拿来作对
比，并用实体店可保证售后来
吸引顾客。除了服装销售，一些
电器商品的实体与网络店面的
竞争也异常激烈。在一家知名的
电器、数码销售网站，记者看到，
同一品牌的数码相机，网店一下
便宜了六七百块，还有全国统一
的售后服务网点，一个月的交易

量也是相当可观。“每个售货员
都有任务额度的，何况现在网购
对实体店的冲击那么大，我们只
能是尽量抓住一些不信任网络
购物的顾客群，毕竟对大多数年
龄较长的人来说，在实体店购买
才能保证质量，就算出现问题，
理赔起来也更方便。”青檀路亿
维数码广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防止客户流失，实体店无奈藏标签

相关新闻

本报枣庄11月7日讯(记者
马明 ) 6日，市民马先生的

家人从滕州给他寄来一袋物
品，当时已经在滕州汽车总站
支付了15元的货物运送费用，
可当马先生到枣庄汽车总站取
货时，车站里的一家金马快递
托运处却要马先生再缴纳3元
的“提货手续费”。

6日，市民马先生接到家人
的电话，家人从滕州给他寄来
一袋物品，让他去车站拿。马先
生随后便赶到枣庄汽车总站，
正好看到从滕州开来的汽车刚
停下，马先生上前索要自己的
物品，却被告知需要到车站院
内的一家金马快递办公室领

取。马先生看到自己的物品被
人拿走，只能跟着到快递公司
领取。

马先生告诉记者，进了快
递公司办公室后，一位工作人
员登记完信息后，当场拨打了
他的电话核实，随后要求马先
生交3元的提货手续费。“我的
家人在滕州已经交了15元的货
运费了，现在为什么还要收钱，
而且我是自己来拿货，卸货的
时候不给我，为什么非得让来
快递公司办公室拿。”马先生
说。

6日下午，记者来到枣庄市
汽车总站金马快递公司，快递
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所

有发到汽车总站的货都会送到
他们公司，来取货的人都得按
要求交提货手续费，至于为什
么收取提货手续费，该工作人
员表示，这是落地费和电话通
知去见人产生的费用，提货费
的收取标准按照货物的重量来
收取，每件从几元到几十元不
等。该工作人员指着办公室内
张贴的收费标准告诉记者，他
们的收费标准都是通过物价局
审批的。

记者见到了前来取货的张
先生，他告诉记者，朋友从北京
给他发来的货，运费是200元，
他来取货的时候被告知需要交
40元的提货费。张先生感觉很

气愤，他告诉记者，自己来拿
货，在车站门口不给，非让来快
递公司拿，来了还要交钱，又没
有让送货上门，这个“提货费”
收的到底是什么钱？给记者看
到张先生签完字交完钱后，快
递公司给了他一张收据，并非
是专用发票，张先生要求开发
票，却被告知没有发票，只有收
据。

7日，记者联系了枣庄市物
价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汽车总站内快递公司收取的提
货手续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
费，对于这类收费已经放开，不
是由物价局审批，不属于物价
局负责。

“双十一”来临之际，有保险公
司在淘宝网推出“脱光险”。该险种
规定，只要在11月11日当天购买了
任意一款“脱光”保险套餐就可以
获赠包括食品礼盒、情侣海景房、
浪漫蜜月游在内的“脱光”福利。有
业内人士在看了保险说明后表示，

“脱光险”名义上可以让投保人脱
离单身，实质上只是一份意外险附
加了婚恋网站服务。

“明年今日，一起脱光”，记者
在其相应的淘宝页面上看到，对应
的“脱光险”共有三款套餐，分别为

“小清新脱光险”“小奢华脱光险”
以及“大土豪脱光险”，分别对应保
费为11 . 11元、111 . 1元和1111元，而
且产品限量5份至500份。

除了附赠礼盒、海景房和蜜月
游套餐，“脱光险”还赠送价值不等
的婚恋网站服务和为期一个月到
一年不等的意外险保障。而上述蜜
月礼金领取的条件则是在明年这
个时候即2014年11月1日至11日期间
注册结婚，最高可获价值4999元蜜
月旅游券，而意外险服务在购买当
天即可获得。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脱光险”
的本质是意外保障加上商业项目
的结合，但是这个创意确实很吸引
人眼球。保险专家表示，保险网销
已成为趋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被
吸引到网络渠道上来，网络销售渠
道也成了各险企寻求盈利突破、打
响品牌的新战场。“消费者通过网
络渠道确实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消
费体验，不过在面对类似宣传时，
一定要警惕风险，看清条款，认清
需求，切勿盲目购买”。

本报记者 刘婷婷

提前做准备
迎战“双十一”

攻略一：先把支付宝的钱充
好，免得到时付款时没有足够余
额。

荷包可以不鼓，但支付宝账户
一定要资金充足!由于11月11日当天
有上亿人在同时充网银，系统瘫痪
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提前几天充
进支付宝里，到时候直接用支付宝
余额支付，输个密码几秒钟就完
事。

攻略二：开始逛你想要买的东
西，提前做好收藏。

五折活动可是只限“双十一”
当天哦，聪明的朋友现在就已经开
始着手准备自己想要购买的宝贝
并且开始收藏了。

攻略三：11月11日狂欢前夜，电
脑调好人要吃饱。

活动不等人，11日零点正式开
抢。所以，之前这顿晚饭一定要吃
饱，别到了11:30饥饿难捱，大半夜出
去觅食。

其次，电脑性能一定要好，网
速一定要快。

攻略四：11月11日狂欢节，敞开
钱包买。

今年的11 . 11你可以尽情地扫
货了！一过零点，购物车里之前挑
好的商品统统刷一遍，价格变了立
马下手。

另外，11号当天所有商品都会
踏着几个时间点上新，即0点、9点、
12点、18点、21点。很多超级划算的
宝贝，会在这几个时间点限量上
架，可以多刷新页面。新品上架眨
眼没，抢购要掐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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