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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是发展的前提

新的消费升级需求， 必然催生新的商
业模式来满足， 而规范才是健康有序发展
的前提。

为了更好地应对网络交易的复杂多样，
新的监管办法不断出现。 去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的《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规定商家
举办促销活动时应向消费者公示主办方及
其联系方式、开奖或兑换规则、使用范围、有
效期限等条件； 及时完全履行消费承诺，有
约必守、有诺必应，不得附加条件兑奖，亦不
得影响兑奖， 切实为消费者提供消费福利；
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一大亮点在于将社交电商、直播带货
等新业态明确纳入网络交易监管范围。

加强对平台的监管， 省市场监管局网
监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的重要工作之

一就是加强本地网络交易平台监管， 定期
开展网络交易平台经营状况调查， 整治网
络交易平台存在的把关不严， 不落实基本
义务、 平台治理义务和协助监管义务等突
出问题， 督促网络交易平台认真履行法定
义务和落实主体责任，遏制各类违法行为。
加强本地网络交易平台信息报送工作 ，不
断提升主体数据库质量。 “目前正加快建设
安徽省网络交易监管与服务系统二期 ，通
过主体建库 、线上监测 、线索分流 、线下检
查 、跟踪反馈 ，发挥数字化监测预警作用 ，
优化全链条闭环监管。 ”

规范社交电商需要发挥各方协同共治
的合力，行业也要自律。 合肥市网商协会秘
书长李军说 ：“协会将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
守住行业底线，引导电商企业摈弃靠‘一锤

子买卖’ 挣快钱的短线思维， 恪守诚实守
信、顾客至上的经商圭臬，为消费者提供优
质的商品、优良的服务，推动行业规范有序
健康发展。 ”

以“人”为核心的社交电商，从本质上来
说是电商行业营销模式与销售渠道的一种
创新。 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企业采用何种
营销模式， 用户能否对平台产生忠诚度、是
否愿意持续购买，最终还是要看商品的性价
比和配送服务效率。 葛晓滨认为，随着行业
竞争加剧，社交电商中强调的社交属性必须
通过自身的诚信来搭起地基。 如果不诚信，
行业必然无法长久维持。 “一方面，电子商务
法中对电子商务的相关约束，必须能够落实
到位；另一方面，行业要以诚信为根本，建立
起电子商务运营的社会诚信机制。 ”

社交电商，规范才能走远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以“人”为纽带
社交电商发展迅速

“帮点一下 ，我要领个优惠券 。 ”6 月 1
日，合肥市民王夕瑶在微信群里分享了一条
购物链接。 “‘6·18’到了，优惠多，我打算买
几件夏装， 但这家店的优惠券需要好友助
力，5 个好友点击了链接，我才能领到满 200
减 30 的优惠券。 ”在好友的帮助下，王夕瑶
最终领到了优惠券。她说：“有几个朋友查看
链接后，觉得店里衣服挺好看 ，也打算买几
件，又开始新一轮的分享领券咯！ ”

分享领取消费券， 进而引起营销裂变，
是社交电商的方式之一。 像王夕瑶一样，如
今，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朋友圈里，二
维码购物图片、微商代购广告夹杂在日常分
享中；社交软件中，朋友发来“大家帮我拼一
单”“砍一刀”的链接……依托各种社交软件
购物已经成了新兴的消费方式，消费者一边
刷着朋友圈、 短视频等， 一边就在朋友、主
播、博主等各种分享推荐下完成了购物。 作
为电子商务的一种新的衍生模式，社交电商
借助社交网站、社交媒介、网络媒介的传播
途径，通过社交互动、用户自生内容等手段
来辅助商品的购买和销售行为。

与传统电商以“货”为纽带、以网络平台
为经营渠道不同，社交电商的重要特点之一
是以“人”为纽带，因此大部分交易发生在熟
人之间，主要通过社群分享及推荐购买。 30
多岁的“宝妈”王琴是合肥市蜀山区某小区
的“团长”，2 年前涉足社交电商，如今打理着
2 个 500 人的微信群。记者看到，这些微信群
就像小型超市———水果 、零食 、日用百货等
商品种类很多。 “最近水果大量上市，团了蓝
莓、荔枝、西瓜等，每场都能卖出上百斤。 ”王
琴说，一开始，就是拉一些亲朋好友、邻居进
群。 后来，大家看到她的东西物美价廉，又拉
来各自的亲朋好友。 “群里大多是本小区居
民，我的取货点也设在小区门口附近。 ”

“4 月下旬，对接了十几位团长，2 个多小
时卖了十几万元，效果不错。 ”合肥百事达电
子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小家电， 今年开始
试水社交电商。 百事达电子销售部部长康炳
梅告诉记者，传统开网店通过平台卖货，获客
成本越来越高，需要给平台“砸钱”；社交裂变
手段成本较低，免去了很多营销引流的费用，
让利给消费者，只用做好产品控价、谈好合作
佣金等。 “虽然走货量不如传统电商，但是社
群营销的顾客转化率高， 能快速完成老用户
积累和新用户拓展。 ”康炳梅说。

拥有体验式购买、用户主动分享、销售场
景丰富等独特优势， 社交电商模式近年来受
到不少消费者欢迎，驶入发展快车道。 《2020
中国社交电商消费者购物行为研究报告》显
示，2020 年我国社交电商市场年复合增长率
超过 60%，预估整体销售额达 3.7 万亿元。

“熟人经济”弊端渐显 消费纠纷时有发生

一边，可观的市场前景吸引越来越多企
业加入社交电商行列；另一边，因缺乏规范，
社交电商引发的消费纠纷也不可忽视。

“分享给二三十名好友了 ，价格还是
‘砍’不下来，总是剩个 0.01%。 ”六安市民刘
宇尝试过“9.9 元抢架子鼓”，进入砍价页面，
点击软件推送的红包等选项后， 页面提示

“砍价进度已超 99%用户”，再按照平台指引
分享链接。 “折腾了好几天，最终也没成功，
我怀疑是个假活动。 ”

“帮我砍一刀”“分享好友即可提现”“转
发朋友圈集赞获礼品”……商家为扩大宣传
效果，集赞、砍价、返现等营销手段如今屡见
不鲜。 转发朋友圈集赞可兑换奖品，消费者

兑奖时却被告知名额已满，活动作废；商家
声称商品大促，却偷偷玩起“先提价再打折”
的套路； 有人在网友互助群里砍价成功，转
账后却被卖家拉黑……利用社交规则，一些
平台表面让利，实则假促销。

业内人士指出， 这种诱导分享模式套
路满满， 存在隐瞒规则、 数据不透明等问
题。 如果平台刻意夸大砍价排名、砍价进度
和成功几率等数据， 诱导消费者对成功率
产生错误认知而投入更多时间、 精力和成
本完成砍价任务，该行为已涉嫌欺诈。 据全
国消费者协会组织投诉情况统计， 今年一
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超过
27.1 万件，投诉性质包括售后服务、虚假宣
传和假冒问题等。

虽然社交电商以“人”为核心，消费者归
根到底还要看“货”本身，产品质量和售后服
务不尽如人意引发的纠纷也较为常见。社交
营销裂变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门槛较
低，给了不良商家钻漏洞的空间。 利用朋友
圈、 微信群等没有实名认证的信息交流渠
道，也较难对违法主体追究法律责任。 如果
遇到纠纷，消费者无法提供购物凭证、交易
信息和卖家的真实信息，这就造成了消费者
售后得不到保障，维权困难。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教授葛晓滨认为，社
交电商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一些从业者沿
袭了传统电商的某些思维模式。 “目前社交
电商中强调的人的属性，其实，传统电商中
的刷单、 杀熟等弊病也是利用社交关系，对
‘人’ 下功夫， 却忽视了商务中最根本的要
求———产品质量。 ”

·市场调查·

文创产品
越来越“潮”了

■ 本报记者 田婷

四川三星堆雪糕、北京长城雪糕、武汉黄鹤楼雪糕……
各地景区推出的文创雪糕火到“出圈”，人气爆棚。 在微
博上，常常可见网友晒出造型别致的文创雪糕。随着这
股风潮的到来，文创产品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纪念品、艺
术品 ，拓展到更接地气的 “饮食 ”领域 ，呈现出多元化
趋势。

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文创品消费成了市场消费新热点。到外地出差、旅游，购
买些文创产品送给亲友，成了不少人的选择。书签、冰箱
贴、徽章……日前，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文创馆内，记
者看到，不少顾客都在挑选心仪的文创产品。“我打算买
套熊猫‘进宝’书签带回去送给孩子当礼物，既实用又美
观，小朋友一定喜欢。 ”顾客吴先生说。

大大小小的文创店， 不仅开在了博物馆、 展馆、景
区，还纷纷“触网”。 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敦煌
研究院等， 都在线上旗舰店推出新颖有趣的文创产品，
其中一些甚至成了年轻人追捧的“网红”产品。文创产品
走红，既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说明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愿意为商品创意设计买单。

合肥市民赵女士收藏了好几个博物馆的线上文创
店，时常去逛逛。她告诉记者，线上某文创店近日预售的
一款“冰嬉”主题咖啡杯，让她颇为心动。“冰嬉是一种冰
上娱乐活动。 在炎炎夏日，这样的图案能给人带来视觉
上的清凉感，十分吸睛。 ”赵女士说，“好的文创产品，不
仅造型美观、有文化品位，更寄托着美好寓意。 比如，这
款咖啡杯的杯碟上有鲤鱼跳跃的图案， 寓意奋力跃升，
很适合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

端午节临近， 有文创店推出了节日礼盒。 5 月 26
日， 在一家线上文创店内， 记者看到， 一款包含五彩
绳、香囊、挂饰等端午元素的“五福礼”，售价 198 元，月
销量已达 500 件。 “买给妈妈的，很有质感”“包装相当
精致， 满满的艺术气息”“佩戴香囊是习俗， 端午节送
家人再合适不过了”……在商品评论区，网友们纷纷留
言，表达对包含传统节日元素文创产品的喜爱。

采访中，一些年轻人表示，时常会购买文创产品送
给亲朋好友。“我在挑选文创产品时，比较注重文创和实
用性相结合，比如帆布包、丝巾、手账胶带之类，很少购
买单纯的纪念品或者摆件。 ”“90”后消费者王晶告诉记
者。 同样对文创产品感兴趣的毕先生则表示，自己对产
品价格比较“敏感”：“融入了文创元素，产品价格肯定有
所提升，但也不能定价过高。只有价格适中，才能让消费
者既喜欢也‘买得起’。 ”

零容忍
为消费系紧“安全带”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啥是缺陷产品？ 这里的“缺陷”，指的是生产者因设
计、制造等方面原因，造成某一批次的产品存在危及消
费者健康、安全的隐患。

在市场监管过程中，遇到缺陷产品，有关部门通常
会要求生产者对已销售的缺陷产品采取措施消除或降
低产品安全隐患，召回措施主要包括补充或者修正警示
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例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
发布的通告指出，“三只松鼠”一批次开口松子产品过氧
化值（以脂肪计）指标检测超标。“三只松鼠”第一时间对
该批次产品进行了召回处理。

对缺陷产品零容忍，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缺陷产
品召回管理。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并发布《安徽省消
费品召回管理暂行办法》，家具家电、学生用品、儿童玩
具等，一旦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缺陷，都将被依法
召回， 进一步明确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与分
工，以及生产者落实缺陷消费品召回的主体责任，规范
缺陷消费品主动召回程序，强化召回工作中违法行为的
处理，以保障消费者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办法明确，省市场监管局负责监督管理本省行政区
域内缺陷消费品召回工作，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可能存
在足以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影响范围较大的缺陷消费品
调查工作，负责依法统一向社会公布全省消费品缺陷信
息及召回相关信息。 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收集消
费品缺陷信息， 根据缺陷消费品生产者提供的相关材
料，向省市场监管局提出召回申请，由省市场监管局审
批并在网站上统一发布生产者召回计划等相关信息。全
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委托相关技术机构提供缺陷分析
研判、缺陷调查等技术支撑。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生产者确
认消费品存在缺陷并主动实施召回的，应当立即停止
该消费品生产 、销售 、进口 ，通知其他经营者停止销
售；在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材料，并在国家缺陷产
品召回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注册备案。 ”全省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者和其他经营者在消
费品召回中的违法行为，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处
理 ；对责令召回的 ，将其情况及行政处罚信息记入企
业信用档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缺陷产品召回，作为一项涉及产品安全的事中事后
处置措施，为相关企业提供了由于设计、制造、标识等原
因引发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改进的救济途径。而产品缺陷
的发现则主要依赖于产品的市场表现和消费者的使用
反馈。 因此，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广大消费
者，在遇到产品安全事故、故障或发现产品可能存在缺
陷时， 应积极向省缺陷产品管理中心进行报告和反馈，
以便工作人员更加及时、准确地开展缺陷调查和召回监
督工作；在使用产品前，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了解产品风
险和隐患，从而合法维护自身权益。

近年来， 我省持续加强缺陷
产品召回管理———

·市场漫话·

虚假“好评”，刷掉的是诚信
■ 何珂

“吃货 ”到某些餐厅就餐 ，只要写出好
评，附上精美的照片，就可以享用免费大餐。
然而，如此“美事”涉嫌违法。近日，浙江省杭
州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全市统

一行动，对杭州十余家组织免费吃饭刷好评
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发现有百余家网红餐饮
商家、数十个类似的“吃饭”微信群、数千名
“吃货”涉及其中。

所谓的“吃货福利”，看上去很美，不用花
钱就能吃大餐， 实际上就是替商家刷好评换

来的“报酬”，是一种不合法的买卖行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
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 帮助其他经营
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一些
企业根据某些网红商家需求，通过社交软件，
组织大量人员前往商家免费消费， 营造排队
气氛， 并在各种互联网评价平台进行虚假好
评留言和高星级评价， 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秩
序，误导了消费者。对于此类行为要依法打击，
涉案商家和“吃货”都需承担法律代价。

反观这些年来，购物、吃饭、打车、租房……
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在互联网化， 消费

者也越来越习惯在作出选择前看看网友评

价。 然而，眼下一些评价可能是刷出来的，
但刷上的是“好评”，刷掉的是诚信，很多消
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时候不敢相信评

论。 如此行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一旦上当
受骗，一般不会再次选择该商家，甚至可能
放弃整个购物平台；对于商家而言，虽然暂
时提升了排名， 但如果商品和服务质量不
过关，“刷” 出来的人气只能是短暂的虚假
繁荣 ，其结果是既浪费钱 ，又浪费精力 ，害
人害己； 此外， 刷好评还可能破坏商业生
态。 在“电影院现象”中，前排的人一旦站起

来 ， 后面的人得站起来才能看到电影 ，最
终，大家都只能站起来看电影。 面对刷好评
的商业对手， 原本老实本分的商家或许也
会 “效仿 ”，进而可能导致商家的经营成本
上涨。

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有关部门
理应加大监管力度 ，依法严厉打击刷好评
行为。 同时，商家应认识到，在经营方式上
玩噱头 ， 靠虚假宣传和虚假交易忽悠 、误
导和引诱消费者 ，只是饮鸩止渴 ；诚实守
信才是商家的本分 ， 也是长久经营之道 ，
必须把控好产品质量 ，提升产品性能才能
真正吸引消费者 、留住消费者 。 相关平台
也要加强审核管理 ， 依法规范竞争行为 ，
主动维护消费环境和公平竞争秩序。 作为
消费者 ，在发现此类事件时 ，要做到自身
不掉入 “陷阱 ”的同时积极举报 ，为维护市
场秩序尽一份力。

“砍一刀” 焦雅琦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