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
天，省工商局召开2017年“3·15”新闻通报会。
今年消费维权的主题：网络诚信，消费无忧。
根据消费维权的主题， 今年我省将重点加强
对网络交易商品监管。

去年消费维权的主题是： 新消费， 我做
主。 全年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商品
样品4691组，合格率为65.9%；查处商品质量

违法案件1675件，货值2563.23万元；查处侵
害消费者权益违法案件1585件，案值2458.49
万元。

针对网络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 去年省
工商局对长沙、株洲、常德三市12家第三方交
易平台、 两家电视购物仓库和两家实体门店
进行了专项抽查，约谈12家交易平台负责人，
指导电商企业依法诚信经营。

今年，我省将加大对日常消费品的线上
线下一体化监管， 加强重点商品的质量检
测和重点服务领域的维权工作。 加强对网
络交易商品监管， 开展消费体察、 调查点
评、披露曝光等活动；搭建微信、互联网等
维权举报渠道， 在部分电子商务企业设立
消费维权服务站，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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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虚假宣传、 退换麻烦、 快递太慢……在
“3·15”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不少网友纷
纷吐槽自己的网购经历。据省工商局统计，最
近两年，网购投诉举报数量成倍增长，但消费
维权之路却并不顺畅。

网购不断出新，投诉举报倍增

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看中商品， 下单、付
款、等待收货，这已经是传统的网购模式了。
最近两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购形式不断出
新，QQ聊天购物、微信购物等新方式出现，但
问题也随之而来。

今年1月，长沙市民吴丽在朋友圈看到一
则销售腊肉的信息。“图片很美， 推送的朋友
说自己试吃过，味道也好，于是果断下单。”吴
丽告诉记者，等她收到腊肉时，发现已起了霉
点，勉强试吃了一包，味道也不好，联系对方
退货时，自己已被拉黑。当时推送销售信息的
朋友称，自己也没吃过，是应朋友要求帮忙转
发的。

去年，常德市民吴先生通过QQ聊天的方
式， 在网上认识了长沙市高桥友谊汽配城腾
云汽配店的郭老板，双方聊熟后，吴先生通过
支付宝付给郭老板2000元，购买特拉斯进气
门歧管一副。在安装使用3个月后，吴先生发
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要求退货退款，遭到拒
绝。

网购人群越来越多，网购形式不断出新，
消费投诉举报数量倍增。

据省工商局统计，2015年全省工商系统
共接到网络购物消费投诉举报631件，而
201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815件。

网购投诉量为何倍增？
“关键在于网购的监管盲区太大！”省消

委秘书长吴卫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的网络消
费市场，从商户、网站到消费者，整个网购产
业链还不够成熟，存在很大的监管盲区，加上
很多年轻消费者常常因为一时冲动就网购，
使网络消费的行为缺乏理性， 给一些不良商
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成本高、举证难，
网购维权容易“流产”

随着网购投诉举报的增多， 国家也出台
了多个办法，如《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对网
购和远程购物进行规范， 为网购维权提供了
有力的依据，但依然面临诸多难题。

省工商局消保处副处长周发仁告诉记
者，举证难、维权成本高，导致网购维权容易

“流产”。
今年2月， 娄底市民胡新在网上花40元

钱购买了一瓶洗衣液，使用之后，发现实际效
果跟网上厂家的宣传内容有很大差别， 他联
系商家要求退货，问了一圈没人搭理，考虑到
购物金额不大，胡新最终放弃了维权。

“不少网购的消费额度并不大，但投诉维
权时需支出的成本却不低， 当维权成本高于
网购商品本身价格时， 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就
会主动放弃维权。”周发仁告诉记者，经常会
有网购消费者向工商部门投诉后， 又主动要
求放弃维权。

举证难也是消费者放弃维权的重要原
因。

去年12月， 长沙市民欧春江网购了一部
手机。收货时未仔细查看。使用后，发现手机
机身串号与包装盒不符，遂向网购平台反映，
对方以消费者无法证明手机是否调包为由拒
绝退货。

省消委秘书长吴卫告诉记者， 网络交易
通过虚拟市场进行，网页信息、交易数据等证
据容易丢失， 再加上部分电商采取拖延、耍
赖、 躲避的策略， 使消费者很难取得有利证
据，举证难就成了网购维权的另一条短腿。

此外，商品检测难、行政处罚难等都是网
购维权时的“拦路虎”。

“行政处罚是工商行政部门帮助消费
者维权的重要手段， 但首先得找到处罚对
象。”吴卫告诉记者，网购多是远程购物，网
络卖家的地址很多都是在省外， 加之网络
卖家的流动性大， 很难找到消费者投诉的
卖家具体地址在哪儿， 行政处罚也就无从
谈起。

维权关口前移，
倒逼平台、电商主动作为

尽管网购维权困难重重， 但随着网购投
诉举报的增多，工商部门也在积极作为。

去年二季度， 省工商局专门对长沙、株
洲、常德三市共12家第三方交易平台、两家电
视购物仓库和两家实体门店进行了专项抽
查，抽检商品380组；召开网络商品质量抽检
情况通报会；约谈12家交易平台负责人，指导
电商企业依法诚信经营。 今年还将重点对日
常消费品进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对新的
消费领域、 消费模式、 消费热点进行追踪监
管。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表
示， 大量无营业执照的个人网店如果得不到
规范，仍无法根本改变网购维权难的现状。李
健建议，除了立法规范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还必须积极作为，将维权关口前移，倒逼网络
购物平台和电商主动作为， 如严格设置准入
条件、制定更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等。

将维权关口前移，我省正在积极发力。
省消委秘书长吴卫告诉记者，今年，省工

商局将在快乐购等10个省内网络、 电视购物
平台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 派出工作人员或
义工，在网购平台现场帮助消费者维权，解决
网购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投诉举证难的问题。

网购如何防止上当受骗？
省工商局提醒：

认准大商家，
注意小细节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近年来，网络购物已成为消费者购物的
重要渠道，网购消费纠纷也随之增多。为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月14日，省工商局根
据以往的网购消费维权案例，提出6条建议，
提醒消费者：认准大商家，注意小细节。

1、选择知名网络商城或大型网络交易
平台

消费者选择正确的交易对象， 是避免
发生消费纠纷的最重要环节。 建议消费者
在网购时，尽量选择大商家，如知名网络商
城或大型网络交易平台。

2、谨防低价折扣隐藏的猫腻
在网络团购中， 许多低价折扣都隐藏

着猫腻。 商家的低价折扣有可能是在提高
原价后造成的假象，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前，
应尽可能多了解市场价格，避免上当。

3、看卖家信用，留意消费者留言
网购首先要看卖家信用， 一般来说交

易次数越多，交易对象越多元化，卖家可信
度就越高。 但如果发现某一商家交易次数
虽多，但交易对象单一或较少，消费者的留
言多是差评， 特别是关于质量和售后服务
态度有较多的差评时， 说明这种网店的可
信度较低，在选择购物时要谨慎。

4、辨别商品真伪，别被图片蒙蔽
网上销售的商品鱼龙混杂。 在购买手

表、 化妆品等高档商品时， 一定要验证真
伪。 这些商品的图片大多数是经过技术处
理过的，消费者极易买到假货。

5、注意商品售后服务，保存交易单据
购买价值较高的商品时， 要和卖家确

认商品的售后服务， 比如是全国联保还是
店铺保修，是否收费维修，保修期间来回运
费由谁承担，保修范围、时间等。消费者在
收货时，要查收或向卖家索要相关凭证，并
注意完整保存，包括电子交易单据，以便网
购商品出现问题时作为维权凭证。

6、及时取证，主动维权
当发生网络消费纠纷时，要及时取证，

截取网页，保留聊天记录，及时向网络交易
平台或经营者所在地的工商和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举报，以便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
天，记者从省工商局召开的2017年“3·15”新
闻通报会上获悉，去年，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
部门、消委组织共受理消费咨询、投诉、举报
50.99万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0.955亿
元。其中日用百货成消费投诉热点。

从去年的消费投诉来看，商品质量、售后
服务、消费合同所占比重较高；服务消费投诉

所占比重与上一年基本持平；网络购物、文化
运动、 娱乐用品质量及网络接入服务等新消
费领域投诉增长较快；居民服务、住宿服务、
中介服务、 房屋及家装建材类投诉也有较大
幅度增长；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消
费投诉明显增加。

在省工商局对外公布的2016年消费投诉
十大热点中，日用百货投诉最多，全年共受理

日用百货类投诉 9337件， 占投诉总数的
14.04%，投诉的主要问题为产品质量。其他投
诉热点分别为：家用电子电器类投诉7212件，
占总数的10.84� %； 交通工具类投诉5785件，
占总数的8.70%； 电信服务类投诉4678件，占
总数的7.57� %；居民服务类投诉4073件，占总
数的6.12%； 食品类投诉3956件， 占总数的
5.95%； 通讯器材类投诉3977件， 占总数的
5.41%； 装修建材类投诉2440件， 占总数的
3.67%；互联网服务类投诉2099件，占总数的
3.16%； 文化娱乐类投诉1391件， 占总数的
2.09%。

今年消费维权主题：网络诚信，消费无忧

我省将加强网络交易商品监管

日用百货成消费投诉热点
去年全省受理消费咨询、投诉、举报50.99万件

刘勇

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殊不知，带
泥的萝卜难赚钱。这个经验是笔者的一位
文姓朋友最近无意中道出的。

文老板在广州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打
拼了10多年。她从全国各地收购萝卜，贩运
到这个蔬菜交易量一直稳居全国首位的
大市场，再批发给下游的小批发商或者零
售商。一年下来，能赚百万余元。

别看总额大，其实算下来，每公斤萝卜
的平均利润不到5分钱。正因为如此，文老
板对收购环节的成本锱铢必较。 她说：“一
要萝卜品质好，二要出土不带泥，否则就不
收。”品质好很容易理解，不带泥是哪门子
规矩？文老板解释，拔出来带泥的萝卜，必
须清洗干净才能装车进市场，这一清洗，萝
卜“过水”易烂不说，更重要的是大大增加
了人工成本，批发就很难赚到钱。据悉，江
南果菜批发市场的萝卜单品批发 “大佬”，
都将此奉为交易原则。

这个流通环节的经验， 应该在供给侧
引起“连锁反应”。不清洗的萝卜市民嫌脏

不会买，要清洗的萝卜经纪人嫌贵不愿收。
这就倒逼想把萝卜产业做大的生产者，必
须选择“拔出萝卜不带泥”的“沙土地”去种
植。否则，在“黄泥地”种出来的萝卜，拔的
时候费劲，拔出来之后更费钱；农村的产品
成不了城里的商品，交易无法达成，赚钱自
然成空。

再放宽点看，作为农业大省，湖南许许
多多有品质、有产量的农产品，却并没有获
得相应的效益，可能都像“带泥的萝卜”一
样，在生产、流通环节或多或少存在着高成
本难题。

这种成本难题， 相当一部分被长期忽
视。就像我们习惯给人推介某个地方的萝
卜“煮起来不放油，筷子夹起两头流”，却从
未想到，就算是如此好的萝卜，如果带泥，
最多只能在小范围内“炫耀”，很难在全国
甚至全球市场上成为大产业。

有的成本难题，需要利用技术进步、机
械化来破解；有的却只需要以市场为导向，
在供给侧作出精细选择即可。希望能有更
多的“不带泥”的信息反馈给生产者，也希
望相关部门能据此引导好生产者。

不带泥的萝卜才赚钱
谈经论市

据省工商局统计，最近两年，网购投诉举报数量成倍增长，但消费维权之路
并不顺畅———

网购投诉多，消费维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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