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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之怪现象

□ 丁宁

网络购物已越来越普及，但不少电商平台出现的

怪现象，仍然让人无法理解。 本期系列文章特为广大

读者带来相关内容。

非卖品被电商单独销售

长久以来， 线下实体店铺在面对非卖品和赠品

时，通常都不进行单独销售。 一旦消费者在实体店花

钱买到带有 “非卖品” 、“赠品” 、“体验装” 、“试用

装” 字样的商品，就会对实体店进行投诉。 但就目前

来看，电商平台却完全不同，包括京东、苏宁、当当在

内的主流电商， 几乎家家都在单独销售上述种类的

“非卖品” 。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来看，电商这样的销

售方式也并不违法。

因此， 消费者一旦在电商平台买到此类商品，也

无需特别纠结。 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商品的售价往往

很便宜，比如说苏宁易购，就曾把2片装的尿不湿试

用装卖出0.1元的超低价，限购数量也不是只有一件，

而是非常夸张的20件，可谓是性价比逆天。 所以消费

者在购买此类商品时，只需在意保质期即可。

一个快递员负责两家电商

一个快递员同时负责两家电商， 且还同时负责

两家电商的货到付款订单， 更奇葩的是连POS机都

有。 这不由得让人生疑，难道是遇到了专门诈骗的假

快递？ 但送到的货物却是绝对正确，这样的情况不得

不说是电商的一种怪现象。

实际上， 这其实是两家电商同时雇佣一家快递

公司所造成的结果。 以笔者为例，虽然居住地也不算

是小城市，但亚马逊和当当这两家主流电商，就同时

在使用同一家快递公司， 快递员自然也就是同一个

人。 遇到此种情况时， 消费者也无需在意快递员身

份。 如果是第一次碰到，只需在收货时仔细验货就可

以了。而如果是购买iPhone手机这样的贵重物品时，

则最好选择在线付款而不是货到付款。 这样的话，就

可彻底避免专门诈骗的假快递， 拿台山寨iPhone手

机骗走货款的惨剧发生。

临期商品不写明

在线下实体店购物时，消费者通常都会关注商品

生产日期。 尤其是在购买食品时，更是非常关注是否

已临期或过期。 且在处理临期商品时也比较规范，不

仅会大幅降价，而且还会特别标注是“临期商品” 。然

而令人失望的是，很多主流电商在处理临期商品时却

并不坦然。 虽也会大幅降价，但却很少会写明是否为

“临期商品” 。面对此种情况时，消费者最好的应对方

法就是先看用户评价再下单。 如果是临期商品，用户

的中差评价中肯定会包含相关信息。

此外，对于那些喜欢“囤货”的消费者来说，在收

货时不仅需要关注商品是否完好，而且还要关注商品

是否临期。 如果真的遇到临期商品，并且卖家十分抗

拒的话，不妨拨打电商400电话进行投诉反馈。 通常

消费者的诉求只要是合理的话，电商客服就会同意拒

收，同时还不需要负担退货运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只有天猫超市等少数电商，承诺不低于商品保质

期的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是在天猫超市买到临期商

品，即便已签收也可通过旺旺进行拍照投诉，很快便

可完成退款退货。

自提商品只保留3天

目前来看，很多电商都提供自提服务。 对于那些

购买小额订单商品，又不想凑单包邮的用户来说，自提

服务绝对是免去运费的最佳选择。 然而令人比较气愤

的是，主流电商的自提商品只保留很短时间。一旦消费

者遇到头疼脑热，或发生周末加班，就很难顺利完成自

提。 以京东和当当为例，自提商品就只保留3天。 且京

东只有国家法定节假日才能除外，而当当竟然还要自

提订单达到29元才能免运费。 相对来说，亚马逊中国

和苏宁易购还算不错， 自提商品可以保留5天和7天，

相对更人性化一些。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多次放弃自提订单的

话，还有可能遭到电商处罚。以京东为例，如果一个ID

账号在一个月内有过1次以上或一年内有过3次以上，

在规定时间内因客户原因不履约提货，京东将在相应

ID账户中每单扣除50积分（或500京豆）作为运费。

赔本赚吆喝比比皆是

熟悉网购的消费者，经常会遇到商家赔本赚吆喝

事件。 比如说一件质量还算凑合的纯棉T恤，就经常

在天猫或淘宝上打出9.9元包邮的旗号， 且收货之后

还可5分好评返现2元， 消费者仅需7.9元便可将其买

到。在此，先不考虑这件T恤究竟值不值7.9元，只考虑

全国大部分地区包邮的运费，通常一个包裹普遍都在

5元左右。 这时就难免让消费者产生疑问，难道商家

的T恤是白来的？ 还是商家在赔本赚吆喝？

实际上，商家这么做是有明确目的的。要么是为提升

单一商品好评率，从而可以日后提价，卖出19.9元、29.9元

甚至49.9元的暴利高价。 要么是店铺总体评分略微偏

低，不仅吸引不了消费者，而且也参加不了天猫或淘宝

举行的大型促销活动。这样一来，通过大量廉价订单，便

可换来很多5分好评，店铺总体评分立刻扶摇直上。

海外购商品包装有嫌疑

现如今， 越来越多主流电商已推出海外购频道，

诸如婴儿奶粉、尿不湿、化妆品之类的进口商品，便可

通过海外购频道下单购买。 但令人担心的是，海外购

商品在包装上却经常有嫌疑。 举例来说，两次买的是

同一品牌同规格的尿不湿， 但两次的包装却不一样。

这不由得让人怀疑， 难道其中的一种包装是假货，或

者两种干脆都是假货？

实际上，上述情况非常普遍，但并不一定就是假

货。 国内尿不湿产品， 也经常会在电商平台上写明

“新旧包装随机发货”字样。而海外购商品时，其实也

有很多是由于生产批次、产地不同、新旧包装等原因

所导致的包装差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海外购商品

也确实是假冒伪劣商品的重灾区。所以消费者在购物

时，最好选择口碑较好的电商自营。比如说天猫国际、

京东海外购自营及苏宁易购香港旗舰店，都是非常不

错的选择。

消费授信走红

“赊账” 消费搅起一池春水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消费授信

带来的“赊账” 消费，成为节日消费

的一大看点。 在今年 “黄金周” 期

间，苏宁在线下实体店发起“全民

授信” 的赊账活动，蚂蚁金服“花

呗” 、京东金融“白条” 等消费授

信、“赊账” 消费工具则更是不断深

入人们的消费生活，不少在校学生、

公司白领等已成为消费授信的“忠

实粉丝” 。

阿里、京东、苏宁等推出的消费

授信， 正在成为银行消费信贷之外

的新选择。“相比传统的银行信用卡

申请等，‘花呗’ 、‘白条’ 等的申请

更简单，授信额度也比较合适，主要

是与自己的网购资金需求等联系起

来， 感觉像是 ‘专款专用’ ， 更方

便。 ”消费者祁小姐表示。

激战消费授信

电商巨头们推出的消费授信，

类似于信用卡的透支功能， 它为用

户提供一定授信额度， 支持用户在

其电商平台上使用。 用户的信用额

度则根据消费记录、配送信息、退货

信息、 购物评价等数据进行评估确

认。用户在获得授信购买商品后，将

有一定时间的免息期限， 用户可以

选择银行借记卡等进行还款。 超期

未还清余额则将计收相应利息。

资料显示， 目前市场风行的消

费授信服务， 在产品基本设计上大

同小异。“花呗” 是由蚂蚁微贷提供

给消费者“这月买、下月还”（确认

收货后下月再还款） 的网购服务，

支持天猫和淘宝相关商户或商品。

其授信额度在3万元以内， 一般为

3000元至6000元，用户最多可以享

受41天免息期，也可以选择相应的

分期付款服务。京东“白条” 是消费

者在京东购物便可申请最高1.5万

元的个人贷款支付，但在实际中，一

般授信额度在3000元至5000元，用

户自消费日起最长享受30天免息

期， 用户可以选择在3个月至24个

月内分期还款。京东“白条”支持购

买京东商城自营产品， 但暂不支持

第三方卖家产品， 也不支持购买虚

拟产品。

另外，京东已推出校园白条服

务。 据悉，办理校园白条的在校大

学生，可享受“先消费后付款” 的

特权， 以及京东个性化定制服务。

在校学生在京东填写姓名、 身份

证、所在大学（学校、学历、入学年

份）、详细地址（宿舍楼和房间号）

之后即可申请， 在线完成申请后，

到所在学校的京东派驻校园金融

服务站，现场验明学生身份，即可

开通校园白条。 同样，校园白条只

能在京东网站购买商品或接受服

务，且虚拟商品和投资性贵金属等

物品不在适用范围内。 考虑到学生

消费需求、还款能力等因素，校园

白条信用额度相对较低。

同样， 旅游消费等重点细分领

域， 也成为各路消费授信争夺的对

象。 目前， 京东已推出旅游白条服

务，用户购买京东旅游频道，以及合

作旅游商户提供的旅游产品， 就可

以使用旅游白条相关服务。此外，途

牛、驴妈妈等在线旅游平台，也推出

了自己的旅游消费授信服务。 如途

牛通过大数据分析， 确定用户风险

评级从而给予授信额度， 可在购买

出境游、邮轮、牛人专线、国内自助

游产品时使用相应额度。 驴妈妈推

出的“小驴分期” 服务，游客在驴妈

妈旅游网官网下单订购旅游产品，

便可享受0首付、0利息、0手续费的

“三0分期” ，实现“先游玩、后付

款”的出行享受。

“电商现在正在借消费授信等

模式，实现向金融服务方向的转型，

消费背后的金融服务规模相当可

观，电商平台获得的海量消费者，以

及其信息被用来挖掘金融创新的可

能。在这方面，传统的银行信用卡等

模式与之相比已落后不少， 之前是

没有竞争对手， 坐享垄断的优越地

位，不去细细耕耘这个市场，现在我

们的压力很大， 信用卡发放等指标

催得也很紧。 ” 一家商业银行信用

卡中心负责人表示。

消费新体验

尽管消费授信服务领域已是大

佬云集，但后续的进入者仍是层出不

穷。 在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苏宁推

出“全民授信” 服务，凡在苏宁易购

或线下门店购物的消费者，均可通过

苏宁旗下的易付宝平台申请“先消

费，后买单” ，继续催热“赊账”模式

的新型互联网信用支付。上海苏宁仅

在10月1日当天就有超过5万人“借

钱”成功，总额超1.6亿元。

“赊账” 消费的大潮正在席卷

更多商家和用户。据对接“花呗” 服

务的淘宝商户介绍， 其店内主要销

售高档化妆品等商品， 消费者客单

量较大， 对部分消费者来讲， 选择

“花呗”服务可以为自己节省现金。

“有不少白领女性购买我们的产

品，但部分商品的单价却是很高，对

于每月固定发放工资的白领来讲，

可以借助‘花呗’ 分期付款，这样对

消费者来说也是更节省和更方

便。” 。另外，旅游产品消费上，商家

和消费者对授信消费同样热衷，其

背后的原因也正是相对较大的客单

量， 以及网购消费者的现实经济条

件等。

在用户覆盖上，“赊账” 消费的

渗透力惊人。以京东校园白条为例，

其背后的校园金融服务覆盖的大学

数量一时间呈现出爆发态势。 符合

学生口味的消费品种，如书籍音响、

教育培训、手机通讯、IT数码、食品

饮料、 运动服饰等成为京东的重点

领域，再配合以校园白条的服务，其

专业性、 针对性带来的将是巨大的

经济效益。

而此次苏宁推出的 “全民授

信” ， 则更是在用户覆盖上 “跃

进” 。另外，苏宁将线下门店也作为

授信的消费地点，拓展“赊账” 模

式使用范围。 业内人士认为，理论

上，只要有相应的信用支撑，所有

消费行为都可以纳入 “赊账” 模

式，在具体实施中则主要看商家和

消费者的使用意愿， 在网购发达、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情况下，预计将

会有越来越多商家和消费者，接受

“赊账” 消费模式。

创新不止

对于用户来说， 各大电商推出

的消费授信， 实际上是提供更多的

信用额度， 这部分增加的额度可以

用来满足一定时期的消费需求。 网

上甚至已出现各种“攻略” ，教大家

如何巧妙运用各种消费授信来节省

资金、安排自己的支出。“希望电商

推出的消费授信覆盖的范围能更

广， 最好是各种平台之间有一定连

通性，当然还希望有更高额度、更方

便的分期等。 ”祁小姐表示。

另外，对于电商来说，推出消

费授信在刺激平台上的商品消费

等的同时，更是看中背后的金融服

务衍生可能。 今年9月，京东金融披

露，其“京东白条资产证券化” 项

目已获证监会批复，将于今年10月

在深交所挂牌，融资总额为8亿元，

这是资本市场第一个基于互联网

消费金融资产的资产证券化项目。

京东白条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

为个人用户端的白条资产。 京东消

费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许凌表示，白

条资产证券化的开启，意味着京东

金融大数据征信体系开始向更多

领域进行输出。 据悉，京东金融已

通过推出信用评分产品 “白热

度” 、 中信京东白条联名信用卡

“小白卡” 等产品，对外输出大数

据征信和风控体系。

“电商巨头在消费端积累的数

据、用户、资源等，最终要导向金融

领域， 电商巨头发展至今同样是金

融巨头，相比于消费端的开拓，金融

领域的创新将成为消费授信的另一

大看点。 ”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

“互联网

＋

”拓展零售支付场景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尽管资本市场的快速降温，使

得互联网产业热度有所降低， 但移

动支付拓展线下应用场景的脚步却

未停歇。 互联网巨头通过拓展线下

使用移动支付场景， 吸引越来越多

消费者在线下使用移动支付。 在这

背后， 改变用户使用小额现金的习

惯， 或许才是互联网巨头真金白银

大投入的深意。

传统零售搭上移动支付

国庆假期， 不少人选择购物血

拼。 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

不少大型百货巨头， 都开始引入微

信支付等移动营销和支付手段，积

极拥抱O2O。 不过，单凭自身建立大

数据系统是一件耗费颇大的大工

程。 部分商场则选择直接与支付巨

头合作。 记者“十一”期间在西单百

货发现，商场内有不少身着同一款T

恤的推广人员， 向进店消费者推荐

扫码下载一款名为“喵街” 的APP，

当场下载安装这款APP的消费者，

还将获得饮料赠礼。 据了解，喵街是

由阿里巴巴新推出的一款消费者逛

街神器， 下载后能基于用户当前位

置， 汇集周边商场及其品牌门店优

惠打折和新品信息， 同时提供一键

Wi-Fi、室内导航、停车找车、停车

缴费、在线排队等智慧逛街服务。 媒

体报道显示，9月初开始， 喵街已陆

续进入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武

汉、 杭州等9大城市40家购物中心，

3296家品牌商户入驻喵街， 开通消

费端APP及商家运营、营销平台。

不过，以记者的观察来看，喵街

众多功能中最为实惠的是即时优惠

和抢红包。 以西单商场某鞋类品牌

专柜为例， 使用喵街通过支付宝付

款可享受每600元减60元的优惠活

动。同时，通过喵街还可以抢得几十

元数量不等的红包， 红包均可在支

付时使用， 再叠加上品牌本身的促

销活动，整体算下来相当实惠。有意

思的是， 由于西单商场不少消费者

是中老年消费者， 不少消费者不会

使用手机下载APP或支付宝。 一位

正在排队交费的大妈， 听到相关优

惠介绍后当即决定不买了， 表示要

学会使用该款APP之后再来购买。

除百货商场， 移动支付还广泛

渗透到便利店和超市等更多基层零

售网点中。尤其是平均消费金额低、

高峰期等待时间较长的便利店中，

移动支付已成为不少便利店的标准

配置。如今只要通过轻轻一扫，用户

便可通过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轻松买

单， 而移动支付定期或不定期推出

的折扣、满减等优惠活动，也使得更

多人愿意使用移动支付。

改变传统支付习惯

互联网巨头与零售商合作是否

能形成双赢呢？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

来，类似“喵街” 等APP对不同零售

形态的影响不同。 对于便利店和超

市等来说， 推广移动支付有助于缩

短买单时间，杜绝假币隐患，同时在

会员服务方面， 则可以缩短会员申

请、积分等会员服务时间。而对于传

统百货来说， 一定时间内有助于提

升销售业绩， 但中长期还难以做到

扭转传统百货的颓势。

上述人士进一步指出，传统百货

零售业目前面临发展困境，原因非常

复杂。 从外部环境看，经济下行、打击

公款消费等多种因素，使得市场需求

降低；其次，超饱和的同业竞争、新兴

零售业态的快速兴起、电商日益主流

化发展带来的冲击，也分流不少消费

者； 而百货零售企业经营能力缺失、

服务能力不足及高赋税、高成本等形

成的制约， 则是多年存在的老问题。

因此，百货零售业要想扭转颓势还需

更多内外部变革。

不过，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前

期在信息系统和补贴中投入的大量

“真金白银” ， 正在慢慢发挥作用。

以记者自身和周围观察的例子来

看，围绕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几乎

都有大量移动支付场景存在， 例如

出行用车会经常使用滴滴出行等。

为追求支付便捷， 不少消费者会在

支付宝或微信零钱中储值， 支付时

直接使用余额支付。 尽管大多数人

的储值金额只有数百元， 但随着消

费习惯的逐步养成和使用移动支付

人群的不断增加， 平台上沉淀的资

金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围绕着支

付需求， 针对移动支付消费者的理

财、信贷等综合金融需求，也将不断

被拓展和开发。

咖啡馆慢生活 别具一格的长假休闲

□ 本报记者 叶斯琦

国庆长假期间，人们集中出游，

享受假期的欢乐时光。 不过，吴蓁并

没有加入火热的 “朋友圈摄影大

赛” 。 这个假期，她将一大半时间都

“浪费”在慢节奏的咖啡馆中，与朋

友一起度过简单而充实的时光。

其实，在现代快节奏的工作和生

活方式中，越来越多人开始体会和享

受咖啡文化，在咖啡馆中学习、交流，

甚至工作。 咖啡文化的流行，还催生

出各具特色的咖啡馆，从创业者工作

坊、到投资客乐园，咖啡馆正在以一

种别样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中。

咖啡馆中的慢生活

在北京工作的吴蓁， 经常去的

是一家坐落于皇城根儿西什库教堂

的咖啡厅。 这家咖啡厅依托著名的

老建筑改造而成， 拥有很强历史沉

淀的感觉， 同时又不乏现代的精致

和舒适。 吴蓁告诉记者，这个假期，

她和朋友常常坐在咖啡馆的露台

上，看着欧式的屋顶、逐渐变黄的树

叶及老北京的街道， 舒适地享受着

北京秋日的阳光，身在其中，“恍惚

间有种回到百年之前的感觉” 。

据吴蓁介绍，国庆期间，她看完

《21世纪资本论》， 还有加西亚·马

尔克斯小说 《霍乱时期的爱情》，

“都是以前想看却攒着没看的书” 。

“过惯平日工作时快节奏的生

活， 难得有机会让自己的步调慢下

来，充充电。 这几天，我和几个好朋

友在咖啡馆中看书， 偶尔相互介绍

一下书中的故事，探讨一下，感觉很

惬意，收获满满。 ”吴蓁说。

回顾历史，咖啡馆常常伴随着思

想的碰撞和进步。 例如，十九世纪法

国塞纳河的左岸， 林立着许多咖啡

馆，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在那里碰撞思

想，最终发展出丰沛的人文思潮。

其实，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和

吴蓁一样，开始享受咖啡文化，将咖啡

当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伴随着一

杯散发馥郁香气的热咖啡， 人们可以

自由地阅读、交谈、休息，甚至工作。

主题咖啡馆成流行文化

文化的魅力就是市场的魅力。

如今，各具特色的咖啡馆不断涌现，

咖啡馆已不再是一个单纯喝咖啡的

地方。

例如，北京一家名为“车库” 的

咖啡馆，以创业和投资为主题，如今

已成为“免费” 的创业办公室。 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洪流

中， 越来越多创业者来到这家咖啡

馆。在这里，创业者只需每人每天点

一杯咖啡， 就可以享用一天免费开

放式办公环境。 大量的创业者和投

资人在这里交流， 找到志同道合的

合作伙伴，分享创业想法，孕育着下

一个成功的企业。

咖啡馆还可以成为同业人士交

流的平台。 比如， 一家名为“投资

客” 的咖啡馆，就是由多位金融及衍

生品投资领域相关人士众筹筹建，

定位于全国首家面向“金融及衍生

品”投资者的主题咖啡馆。这家咖啡

馆时常举办金融及衍生品相关的交

流活动，在圈内已小有名气。

也有人把咖啡馆“开” 进了家

里。 在大学任教的周先生就是咖啡

爱好者。对咖啡颇有研究的他，买了

两台咖啡机， 备上诸多品种的咖啡

豆、咖啡粉，经常邀请学生和朋友到

家中，一边享用美味的咖啡，一边交

流学术问题。

几组数据可以诠释中国的“咖

啡前景” ：其一，中国咖啡需求年均

增长15%至20%， 而世界平均水平

是2%； 中国潜在的咖啡消费者达2

亿多人，人均消费8杯/年，低于东

南亚的100杯/年， 更低于日本的

300杯/年。 其二，西欧人均年消费

咖啡5.4公斤，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

区人均年消费量分别为1.9公斤和

1.4公斤，我国大陆尚不足50克。

“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内，中

国肯定成为全球最大的咖啡消费

国。 ” 据相关专家介绍，目前全球消

费大国包括美国、巴西等，它们的年

消费量超100万吨， 但对比中国和

它们的人口基数， 再加上中国每年

以两位数的需求增长速度， 相信很

快就会超过它们。因此，咖啡市场前

景十分广阔。

网络消费 风尚

流行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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