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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细则要记牢

□ 丁宁

国内电商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少促销及服务

规则也变得越来越详细。 对于消费者来说，有必

要把电商细则搞清楚后，再考虑是否下单。

天猫：预售活动定金很难退

“双11” 网购狂欢节即将到来，以天猫商城

为代表的预售活动，也日益变得火爆。 对于消费

者来说， 只需在预售活动期间支付一定比例定

金，即可获得在“双11” 当天特价购买的优惠资

格，并按时支付商品尾款即可。举例来说，天猫商

城格兰仕空调冰洗官方旗舰店，目前特价预售的

一款大1匹冷暖空调，预售价格仅为1161元，支付

99元定金可抵149元，“双11” 当天再付1012元

尾款即可，相当于1111元即可到手。 当天首单支

付尾款的消费者还可获得免单惊喜， 前500名付

款则可获得不同赠品奖励。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预售活动定金一旦支付就很难退回，所以消费者

在参加预售活动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才行。

因为根据天猫商城官方规定，预售活动的定

金在支付之后，除非是卖家责任，否则不付尾款

的话，定金就肯定不会退回。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消费者支付尾款还必须遵守时间限制。以上述格

兰仕大1匹冷暖空调为例，就必须在2015年11月

11日01:00至2015年11月11日23:59之间支付

尾款（实际时间可能提前或延后2小时），否则

已支付的定金就将会被没收。也就是说消费者一

旦在“双11” 当天没有完成支付的话，之前的99

元定金就算是打水漂了。考虑到预售活动的定金

支付时间往往长达数天，而尾款支付时限却只有

23小时， 天猫商城这样的规定显然是缺乏最基

本的人性化考量。

京东：家电退货运费很纠结

为提高服务竞争力，京东商城曾在部分家电

产品上试点“30-30-180” 服务承诺。而现如今，

这一服务试点已实现全面拓展，凡是京东商城家

用电器品类下的大家电、生活电器、厨房电器、个

人健康商品这四大类自营家电商品，均可全面获

得“30-30-180” 这样级别的高品质服务。

具体来说，第一个30指的是30天价格保护，

消费者购买一件家电商品后， 如果在30天内发

现降价，那么京东商城就会补差价给消费者（秒

杀商品不享受此优惠）。第二个30是指30天质量

问题可退货，在收到商品之日起30天内（自客户

收到商品之日开始计算），发生质量问题均可办

理退货服务，但需保证商品、包装及附件完整，无

人为损坏磕碰。 第三个180则是在180天质量问

题可换货，商品坏了不用修就可以直接换新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服务升级，但家电商

品的质量问题退货运费却让人很纠结。因为在服

务升级活动宣传页面当中， 京东官方明确写出

“自营家电商品30日内，在保证商品完好的前提

下，可享受质量问题可退货，商品返回运费需由

客户自行承担” 的条款细则。 但在京东官方的

“常见问题指引” 的第22个退换类问题当中，却

又写明“因商品质量问题造成的返修、退换货，

京东将免费为您提供上门取件或上门换新服

务” 。 也就是说，在京东官网的两个不同页面当

中，出现自相矛盾的两条服务细则。 对于消费者

来说，这显然是让人很纠结的规定，所以消费者

在下单之前最好提前咨询一下客服才行。另外需

要提醒广大消费者， 如果购买冰箱、 洗衣机、空

调、彩电这样的大件商品，那么在出现质量问题

之后即便京东不负责退货运费，消费者也最好选

择京东上门取件服务。因为京东针对大件商品的

上门取件费用目前只有50元/件，远比消费者自

行联系快递的运费便宜很多，而还不用担心商品

在途中遭遇暴力运输所产生的纠纷问题。

苏宁：免费试用还看意愿度

苏宁易购最新开辟的试用频道可谓是惊喜

连连，只要是积极参与的消费者都有可能获得免

单商品。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免费试用还看“意

愿度” ，否则申请试用的几率可谓是低得不能再

低。 一般来说，提交申请单后意愿度+20，扫描二

维码分享到朋友圈意愿度+30（每天每款试用品

只能增加1次）， 分享后好友也申请试用意愿度

+40，分享内容被好友再次分享到朋友圈意愿度

+10（每天上限10次超出不增加）。 分享内容被

好友回复则是意愿度随机增加，但肯定的是好友

回复越多意愿度增加越多。

此外，苏宁易购打卡签到细则也是值得关注

的领域。 相比其他主流电商每次签到通常只给1

分钱等价物相比，苏宁易购打卡签到普遍都可以

给10云钻（相当于1角钱），且还有大量实物奖品

参加抽奖。 消费者不可小看了这些云钻，因为一

旦遇到会员日，即便只有100云钻也可兑换5元无

敌券，500云钻可兑换10元无敌券，1000云钻可

兑换20元无敌券。包括抢购、秒杀、大聚惠等商品

都可以使用无敌券，可谓是相当给力。 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打卡签到细则还是需要关注的：一、打

卡功能仅限苏宁易购V1及以上会员， 每个会员

每天仅限打卡一次，每次打卡均有机会获得云钻

或实物奖励；二、连续打卡，且近期有过购物行为

及会员等级越高的会员，将会获得额外奖励；三、

打卡获得的实物奖品将由苏宁易购在7个工作日

内免费寄送给会员， 中奖商品不开具销售发票；

四、会员如有作弊、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恶

意注册大量账号，使用作弊程序等），苏宁易购

将取消该会员中奖资格， 并有权撤销违规交易，

扣除云钻（含已使用的及未使用的），必要时追

究法律责任；五、为保证抽奖的公正性，对于获得

实物奖品的会员， 苏宁易购将在网站公示其ID、

收货地址范围（到区、县级）、购物习惯等非个人

隐私信息，会员参与打卡活动即视为授权苏宁易

购使用并公布上述信息； 六、 自中奖之日起7日

内，因顾客自身原因未填写正确联系方式及送货

地址导致奖品无法送达的，则视为自动弃权。

邮轮旅游产业生态成长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在刚刚过去的 “十一黄金周”

期间，在线旅游+邮轮旅游增速再次

惊艳亮相。 据悉，黄金周期间共有四

艘国际邮轮、 两艘国际班轮进出天

津邮轮母港， 国际邮轮旅客的进出

境人数预计在4万人左右，游客人数

是去年同期的1.6倍。携程旅行网、同

程旅游等在线旅游网站， 国庆黄金

周期间的邮轮在线预订量同比出现

“暴增” 现象。

长假过后，旅游行业一般会出现

火爆之后的平静， 几乎全部旅游线

路、旅游景点等都将进入一段时间的

“淡季” 。但在在线旅游等催热下，邮

轮旅游仍在继续自己的热情。 据悉，

目前邮轮旅游正成为“悠闲一族”和

“错峰旅游族” 们热衷的旅行方式，

而在新消费模式下，邮轮旅游和邮轮

产业正在形成新的产业生态。

邮轮“黄金期”

日前， 由国家旅游局召开的

2015全国邮轮旅游推进会传出消息

称，今后十年，中国邮轮旅游将迎来

黄金增长期，境外高端邮轮正纷纷入

驻中国市场。 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

大陆邮轮运营466航次， 同比增长

15％。全国出入境邮轮游客172.34万

人次，同比增长43％，较亚太地区高

20个百分点。 2014年乘坐邮轮出境

旅游的中国游客为148万人次，占亚

洲邮轮市场总量的40%以上，中国已

成为全球第八大邮轮旅游客源国。目

前，上海、天津、三亚、厦门、舟山、青

岛6个城市建成7个国际邮轮码头，

深圳、海口、广州、大连等城市邮轮码

头正在建设或规划，邮轮经济有望成

为助推城市发展的新概念。

国内邮轮市场的巨大潜力，已

引来业内企业“垂涎” 。 在此次举行

的2015全国邮轮旅游推进会上，挪

威邮轮集团宣布专为中国游客设

计、 建造的首艘新邮轮于2017年亮

相，将以中国为母港；嘉年华集团旗

下嘉年华邮轮也宣布， 将于2017年

春季引进旗下一艘邮轮在中国市场

进行全年运营。 另外，地中海邮轮集

团、皇家加勒比游轮集团、云顶集团

等国际知名邮轮公司， 几乎无一例

外都在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中国邮

轮市场的发展。

同样， 国内企业也正在积极争

食自己的“一块蛋糕” 。 此前，携程

宣布与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签约购

入精致世纪号邮轮， 正式进军邮轮

业。 同时，携程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成

立 天 海 邮 轮 （Skysea� Cruise�

Line）并正式亮相，也吹响中国本土

邮轮产业突破的号角。 中国将是未

来邮轮产业新的“增长极” ，无论在

产业规模、出入境游客、消费市场等

方面，都将呈现出爆发性增长态势。

天海邮轮选择在中国邮轮旅游起步

阶段果断介入， 优先抢占中国市场

份额，不难看出其行业领跑的雄心。

天海邮轮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范敏

认为， 天海邮轮必将成为中国快速

发展邮轮市场中的核心力量。

邮轮旅游“中国化”

在一般人观念中， 邮轮旅游还

停留在此前的西方电影等展示的状

态，高消费、舒适优雅，但似乎离中

国人的生活和消费状态有点距离。

邮轮是舶来品，大多数中国人认为，

邮轮旅行就是体验欧美式船上生

活， 但这样的船上生活在很多人看

来是一条 “畏途” ： 游轮上的自助

餐、西餐餐食等不合国人消费需求，

欧美式娱乐表演并未能吸引国内游

客， 与船上服务员等因为语言问题

沟通不畅等。

这样的状况正随着中国油轮市

场的壮大，以及国内本土邮轮产业的

持续发展而得以改变。以天海邮轮为

例，公司从根本上改造首艘邮轮“新

世纪号” 的DNA，锁定中国游客的

关注点和特色性，开发改造一系列独

有的设备设施，倚靠皇家加勒比在全

球邮轮行业的运营经验，保证运营团

队的高度国际专业性，让游客的休闲

时光安心、省心、舒心。 范敏介绍，天

海邮轮的特色可主要概括为三个方

面：即Smooth（精致礼遇），天海邮

轮融合欧式礼仪与中国传统式礼遇，

提供独具特色的尊贵服务；Social

（智慧互联）， 为客人打造一站式邮

轮旅游平台，创建指尖上的邮轮新体

验， 创新解决行程中联络不便问题，

电话随时免费互通；Cool （炫酷体

验），天海邮轮拥有全球首个海上冰

吧、国际顶尖厨师团队，独创海上高

空蹦床、海上高尔夫梯台体验，以及

全球最大海上Beauty� Shop， 吃喝

玩乐全程炫酷。

另外，在邮轮线路选择等之上，

邮轮旅游同样需要“中国化” 过程。

此前曾有国外邮轮公司， 在中国推

出航行周期过长、 但对岸上游玩时

间太过有限的产品， 无疑这样的产

品是不符合国内大部分消费者的需

求。 而当下， 根据国内消费者的需

求， 天海邮轮等推出的旅游线路和

旅游计划， 正是更多考虑国人在旅

行时间、 上岸观光需求等方面的内

容， 在产品设计和具体服务上正更

加贴近市场需求。

同样， 对于国内消费者而言，将

需要一个过程从而变得更加理性、更

加成熟。 此前，不少邮轮公司多是通

过几家旅行社包租。 但与此同时，旅

行社通过低价倾销也会带来很多问

题。另外，由于游客层次参差不齐，国

内的邮轮旅游往往没有了优雅，而更

多的是乱哄哄，甚至出现在邮轮上太

过随意引发纠纷，并演变为在公共场

合大打出手的情况。而消灭这些不文

明现象，需要的不仅仅是邮轮本身的

服务，这些行为的出现背后是杂多的

影响因素。

邮轮旅游生态圈

邮轮旅游实际上在到达目的地

之外，其本身也是重要的消费场景和

行业环节，邮轮产业背后的消费生态

圈“包罗万象” 。

范敏表示，邮轮本身可以做成主

题性的目的地等创新模式。 在国外，

邮轮都有自己的相应定位，如定位为

超级豪华、家庭旅游、老年人休闲等

等。 在明确主题下，邮轮本身可以形

成相应的服务模式，如家庭旅游中家

庭的娱乐消费需求、儿童旅游中的玩

具道具设计等。邮轮本身若向主题性

的目的地方向发展，将带动更多邮轮

上消费。 “带孩子坐邮轮，希望邮轮

有更多适合孩子玩的东西，另外也需

要一种更贴近孩子的气氛，而不是让

他们混在大人中间，能满足个性化需

求的邮轮产品将有很大市场。 ” 消费

者季女士表示。

另外， 邮轮旅游背后的产业链

条和产业生态也正是行业的机会所

在。比如此次在天海邮轮中，携程从

前是邮轮公司的分销商， 但现在也

成立了邮轮公司， 携程将与其他邮

轮公司继续合作， 打造强大的邮轮

分销体系、分销平台。 之前，国际邮

轮公司的绝对主导权， 让邮轮母港

等产业建设和国内邮轮产品分销商

受到很多约束， 在本土邮轮产业崛

起背景下， 本土邮轮产业的产业生

态正在不断构建。 仅以产品分销为

例，在线旅游平台，正搭着本土邮轮

产业崛起的机会寻找新的增长点。

目前， 包括携程网在内的在线旅游

平台，正在多角度切入邮轮产业。今

年上半年， 邮轮旅游产品在分销渠

道结构上， 传统邮轮分销渠道略有

增长， 而在线旅游平台输送的邮轮

游客人数，同比则有数倍的增长，仅

同程旅游一家就达到8万人规模，同

比增幅达5倍之多。

高端巧克力掀起“甜蜜”潮流

□ 本报记者 叶斯琦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

不知道会得到什么。 ” 电影《阿甘正

传》中的经典台词，让人们感慨生活

的同时，也教人记住了那盒饱含期待

的巧克力。

当下，巧克力日趋流行，成为越

来越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且品

质越来越高端化。除平时当作居家零

食外， 高端巧克力还是得体的礼物，

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人们的心意。 近

期，包括费列罗、雀巢在内诸多国际

品牌， 纷纷抢滩中国高端巧克力市

场，一股“甜蜜”潮流有望袭来。

高端巧克力受青睐

“拆开精致的包装盒，里面有16

块巧克力，形状各式各样，有心型的、

五角星的、卡通人物的，甚至还有圣

诞老人的，非常别致。 ” 谈到今年生

日派上收到的一份礼物，李丹莉赞不

绝口。

李丹莉收到的并不是超市中出

售的普通巧克力，而是当下十分流行

的手工巧克力。手工巧克力是用热带

植物可可的果实可可豆磨成粉后，再

加入糖和香料等， 用纯粹手工制成

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手工巧克力一

直都是深受喜爱的食品。

据她介绍，亲手制作手工巧克力

并不复杂，只需准备一些日常需要的

原料， 再花上一点心思和时间即可。

李丹莉收到的这盒手工巧克力，正是

她的朋友孙莹在北京世贸天阶附近

的一家巧克力工作坊制作的。

“我团购了一份巧克力券，周末

去制作的，过程并不复杂，而且环境

很好，价格也很公道。 主要是这样的

生日礼物很有心意，还可以享受DIY

（自己动手做）过程，感觉很惬意。 ”

孙莹说。

其实，最近包括手工巧克力在内

的高端巧克力消费愈发流行。李丹莉

就告诉记者，她自己也经常将巧克力

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现在巧克力消

费越来越趋于高端化，包括高端的品

牌，或自制的手工巧克力等，将高端

巧克力作为礼物送人，既体现比较精

致的品位，同时大家都喜欢吃。 不仅

如此，高端巧克力也逐步融入了普通

人的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 ”

今年元旦时， 李丹莉就买了

Godiva的巧克力送给几个好朋友，

每盒100多块钱， 朋友们都很喜欢。

不仅如此，去年李丹莉因为工作需要

在非洲驻扎了一段时间，有一次营地

举行节日派对，她就买了几盒费列罗

巧克力送给大伙，一粒粒金光闪闪的

巧克力很快被一抢而空。“可见全世

界都喜欢巧克力啊” ！

“甜蜜” 市场吸引大牌抢滩

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发展潜力的

巧克力市场。数据显示，在欧洲，瑞士

每年人均消费巧克力10公斤； 而中

国每年人均消费的巧克力只有40克

至70克。 中国人均年消费巧克力只

要达到1千克，就是全球最大的巧克

力市场。 欧睿咨询报告指出，2014

年， 国内糖果市场的规模为584.9亿

元，同比增长7.46%，具体到巧克力

糖果市场，若按巧克力糖果占糖果市

场30%的份额计算，目前巧克力糖果

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

这块“甜蜜” 的市场，自然赢得

世界主要巧克力品牌的青睐。 9月

底，全球第三大巧克力糖果制造商费

列罗在杭州工厂正式投产，中国迎来

一座“巧克力梦工厂” 。

不仅如此，雀巢也要抢滩高端巧

克力市场。 据外媒报道，雀巢近期重

装推出经典高档巧克力品牌Cailler，

打算改变旗下只有中低档巧克力的

局面，并向Godiva和Lindt等全球知

名的高端巧克力品牌发起挑战。

有专家表示，在中国，高端巧克

力正在由奢侈品向日常消费品转变，

行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目前来看，

进口巧克力在产品质量、口感和价格

上，都高于国产的巧克力品牌。 进口

巧克力抢滩中国市场，进一步推动中

国巧克力市场的高端化。 目前，国内

高端巧克力市场份额主要由外资品

牌占据。 相比之下，国内品牌主要占

据着中低端巧克力市场。 因此，巧克

力日趋高端化的趋势有望倒逼国产

品牌， 促使其推出品质更高的产品，

以挖掘这块“甜蜜市场” 。

海外航线价格更亲民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并非所有游客都喜爱旅行社千篇

一律的标准化路线安排。 对于那些想

自由探索异域旅行乐趣的出境游游客

来说，以往昂贵的国际航班价格，使得

不少游客对自由行望而却步。

不过，近年来，在中国游客超强

消费力影响下，不少国家对中国游客

的签证政策越来越宽松。在出境游人

数出现井喷的同时，众多航空公司也

加入到拓展相关国际航线的大军之

中，热门出境游航线价格正越来越亲

民，这也使得不少选择自由行的游客

节省大笔机票钱。

低成本航空主攻亚洲航线

来自武汉的吴小姐和徐小姐，近

期前往日本经历了一次颇有情怀的

个性之旅。 在一周自由行中，她们除

游览东京、大阪等地的众多必去景点

外，还游览了不少小众景点，其中就

有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的圣地之

一镰仓和江之岛， 还搭乘江之岛电

车。 除游览景点，疯狂血拼购物和品

尝当地美食也是旅行中不可或缺的

环节。 尽管日元汇率处于历史低位，

但日本整体物价水平较高，吴小姐和

徐小姐选择的低成本航空，为她们的

旅行省下不少预算。

据吴小姐介绍，她们此次赴日搭

乘的是春秋航空武汉———大阪直飞

航班，单程含税价格不到1000元，这

一价格仅为同期传统航空公司价格

的1/3。 尽管春秋航空航班免费托运

行李只有10公斤， 且机上无免费餐

饮服务，但如此给力的低价机票还是

令吴小姐很满意。

近年来，日韩已部分取代东南亚和

香港等地，成为新的出境游热点。目前，

春秋航空已在武汉、 天津等多个城市，

开通直飞日韩主要城市的航线，不少航

线单程含税价格只有几百元，往返价格

更加优惠。如此低廉的价格在市场上获

得不少旅客青睐。 据了解，春秋航空不

少日韩航线上座率均在90%以上。

其实，除国内低成本航空积极开

拓境外航线，境外低成本航空公司早

已开始布局中国市场。东南亚尤其是

新马泰一直是不少国人第一次出国

的目的地。 国外低成本航空如亚航、

宿务太平洋航空、虎航、捷星航空等

公司， 已开辟多条从国内到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的航

线，低廉的价格和同等的安全性使得

这些航线极具竞争力。机票价格越来

越亲民，游客出游热情也水涨船高。

传统航空发力远程航线

面对低成本航空的分流作用，部

分传统航空公司纷纷设立低成本航空

子公司参与竞争， 还有一些传统航空

公司则开始发力，目前低成本，且其他

航空公司尚未进入的远程国际航线。

自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对华签证

政策显著放宽。一些局部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我国赴美游客签证通

过率已在90%以上。 美国幅员辽阔，

自然人文景观丰富，不同地区风情各

异，同时也是一个血拼圣地，由此成

为又一个关注度急速上升的旅游目

的地。 心动不如行动，记者身边已有

不少朋友加入到赴美旅游大军中，一

些朋友甚至已去过美国多次。赴美旅

游人数大幅增长促使传统航空公司，

开辟更多赴美航线，以往动辄数万元

的航班价格也随之显著下降，若提前

订票，价格则更加优惠。 记者搜寻机

票订购网站去哪儿网显示，11月底

国航北京———纽约直飞往返航班含

税价格仅为5000多元。 同期，北

京———檀香山的中转往返航班含税

价格最低仅为5000多元。 如此亲民

的价格和宽松的签证政策，预计美国

旅游热度还将继续上升。

引进更多宽体机则是那些财大

气粗的传统航空公司，争夺旅客的另

一项措施。 一般来说，宽体机飞行时

感觉更加平稳，空间更大，国内乘客

往往更加偏爱宽体机，即使使用宽体

机航班价格更贵也愿意接受。目前国

内尚未有窄体客机飞行长距离国际

航线，引入更多更受乘客欢迎的宽体

机和超宽体机，将是国内传统航空公

司吸引旅客的另一个法宝。

漫画，赵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