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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促销 服务要提高

■ 何珂

“足不出户买年货”“线上年货节来啦”……元旦之后，
各大电商便接连开启年货促销模式。

如今，网络促销此起彼伏，不少网友大呼“应接不暇”。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各大购物狂欢节，消费者不再仅仅把
目光投向商品价格和质量，而是更加关注电商售前售后服
务的质量水平。据了解，当前“人工服务答非所问”“百般推
诿甚至耍无赖”“动则怂恿退货毫无诚意”“处理问题效率
低下”等现象已成为影响人们网购体验的主要因素。

提到网购狂欢，你会想到什么？ 可能不少网友会回答
“促销”“低价”“秒杀”等。 当前，各大购物狂欢节已成为促
销、低价的代名词，甚至形成一种营销逻辑，只要价格够便
宜够抢眼，就能吸引消费者甚至引导消费者抢购、秒杀。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今年购物节一些商家的售前售后频频被
吐槽。当你想通过网络购买一样价格高或者专业性比较强
的商品时， 肯定希望对商品的每个细节都要了解清楚，如
果客服能耐心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类疑问，将增强消费者对
商家的信心并引导消费者下单订购。但现实中一些网店客
服，对商品功能不甚了解，也不仔细阅读顾客的问题，甚至
出现模式化答非所问的回复，不禁让消费者一脸尴尬。 在
售后方面，一些网店客服遇到消费者咨询商品的小瑕疵问
题，就建议退货，甚至有时候对消费者爱搭不理，最终引发
消费者强烈不满并申请退货退款。虽说退货退款消费者看
似没有损失， 但为了买商品消费者可能研究了很长时间，
甚至可能是凌晨起床秒杀，退货在情感上对消费者造成了
极大的伤害。 这也必然让消费者获得感全无。

近年来，电商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颠覆，使人们开始习
惯渐渐将线下的购物需求转移到线上，但从“看得见摸得
着”到“看得见摸不着”，网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这就
要求商家必须提升服务质量，为消费者提供从售前、下单、
到货到售后的全流程贴心服务。 服务看似细枝末节，却决
定消费者体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消费者愿不愿意
埋单。 因此，商家必须打破“只要性价比够高不愁没客户”
的心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诚意，多一点换位思考，让服
务更走心，才能做大品牌扩大市场。

“挑剔”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不但挑商品的性价比也挑
店铺的服务质量，而这也是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
情况，毕竟品质消费正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人们的消费需
求正从“有”向“优”蜕变升级。如果现在的网购狂欢还在打
“低价牌”，那真的是 out（落伍）了！

“轻点鼠标，您就是富翁! ”“坐在家里，也能赚钱！ ”浏

览网页时，你是否留意过这些广告词？小心！这很有可能是

网络传销陷阱。 步入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传销方式随着信

息技术发展，逐渐演变为以移动社交软件平台为工具的新

型网络传销。近年来，我省持续开展“皖剑”行动，整治网络

传销，净化网络空间。

为期三天的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线下展
会近日在深圳落下帷幕。 未来的日常生
活会有哪些变化？

从精准治理到服务民生， 从赋能经
济到新基建、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奠定了未来
智慧城市的数字底座。

既是路灯， 也是充电桩、5G 基站、交
通信号灯， 还能实现一键求助、 智慧监
测。 记者在本届高交会现场看到，基于多
功能智慧杆实现的车路协同模拟驾驶系
统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

近年来，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与 5G 设备、智慧城市应用紧密结
合的多功能智慧杆在各地加速普及。 深
圳市智慧杆产业促进协会会长王海龙表
示，多杆合一可以避免多头规划、建设，
解决数据信息孤岛问题， 实现智慧城市
整体运营降本增效。

AR 技术的应用让城市管理更加高
效。 在本届高交会上，不少参展商带来了
AR 可穿戴执法装备、AR 执法调度平台、
AR 实景化融合指挥体系、AR 城市数字
治理平台等，在公安、城管、防疫、交通、
环保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空间，杭州、成
都等地正在推广应用。

“智慧城市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情

感、有温度的生命体。 ”平安智慧城市公
司联席总经理胡玮说。 由平安智慧城市
公司承建的“i深圳”App 是深圳市统一政
务平台，可以调取结婚证、身份证、计划
生育证明、 职业资格证书等一系列电子
证照， 人们通过一块小小的屏幕就可以
办理深圳 95%以上的个人事项和 60%以
上的法人事项。

新华社记者 陈宇轩 王丰 （据新华
社深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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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性大、隐蔽性强，重点整治网络传销

近日， 铜陵查处了一起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利用网络组织传销活动。 该公司通过
“优享代商学院”平台，以推销、购买网络课
程为名， 要求参与者购买 VIP 会员服务获
得加入资格， 推荐人与被推荐人形成上下
级关系， 以推荐的购买 VIP 会员服务的人
数作为计酬和返利依据， 引诱参加者继续
发展他人参加。

铜陵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案件是一起典型的网络传销案件，这
种网络传销的经营模式披着 “新业态”外
衣，整个过程均通过网上传播、交易，表现
形式具有隐蔽性、跨区域性。

什么是网络传销？ 市场监管总局网站
上发布的提示称， 网络传销通过特定网站
网页或社交平台发布传销信息， 往往打着
电子商务、免费获利、消费返还、网上创业、

投资理财、爱心互助、网络博彩（游戏）、资
本运作等时髦又“泛政治化”的幌子，行传
销之实，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事实
上，它与传统传销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主
要是利用网上银行、 网上支付等方式收缴
入门费或者会费， 直接或间接诱骗拉人作
为自己的下线从而获利。

据了解，以网络营销、网购、网络直销
等为名，变相收取入门费，并设定各种奖励
方式，激励会员发展下线，是目前传销分子
惯用的欺骗方式。 目前，网络传销标的物除
了传统的健身器材、保健品、卫生化妆用品
等实物产品， 还出现了网络商业广告通讯
数据量、经营资金份额、计算机软件、网络
远程教育、 网络服务空间容量等虚拟服务
甚至虚拟概念，传销标的类型趋于复杂化、
虚拟化且不易判断识别。

铜陵的这起案件是近年来我省大力打
击传销活动， 尤其是网络传销活动的一个
缩影。 自 2011 年以来，省委政法委、省公安
厅、省市场监管局连续 11 年联合开展打击
传销 “皖剑 ”专项行动 ，重点围绕打击 、创
建、教育、清理四个方面多管齐下，全力打
压传销活动的生存空间。

“重点查处涉及地区广、涉案人员多、
涉案金额大、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的大要案件，其中，以网络拍卖、连锁销售、
互助养老等为旗号诱骗群众参与的网络传
销活动，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 ”省打击
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闵义山说，
当前，我省公开化、规模化、聚集式传销活
动基本被遏制，没有出现新的“洼地”，网络
传销管控状态整体较好， 全省打传形势总
体平稳可控。

以网管网、联防联控，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近日 ，“城东社区 ”“龙山社区 ”“美团
（萧县宏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分别被授
予 “无传销示范社区”“无传销网络平台”
称号。

打击传销活动，要强化群防群控。 近年
来，我省各地不断推进“无传销示范社区”
“无传销网络平台”创建。 “被认定为‘无传
销网络平台’ 的互联网企业平台要设置平
台网络传销信息监测点，对关键词过滤、敏
感词屏蔽，严禁平台用户利用网站、平台从
事传销标的展示或宣传， 并且要定期对网
站内涉嫌传销的信息进行清理移除， 对发

布者进行警告、封号等必要的内部处理，杜
绝涉嫌传销信息。 ”闵义山说，互联网平台
是网络传销传播的重要载体， 创建行动起
到了压实互联网平台企业责任、 减少网络
传销信息源、 切断网络传销传播扩散渠道
等作用。 截至目前， 全省创建无传销社区
（村）11995 个，无传销网络平台 94 个。

网络传销行动往往涉及面广 ，运营模
式复杂多样，在查处时需要多方协作。 近
年来 ，我省市场监管 、公安 、网信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等各部门间广泛展开协作，
依据各自职责和有关法律、法规积极开展
打击传销工作。网信部门实时监测并反馈

网络涉传舆情和信息，有效控制了涉传舆
情扩散 ，净化了网络空间 ；人力资源部门
会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定期开展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了黑中介利用职业介绍等形式从事非
法传销的行为，净化了职业介绍和职业培
训市场环境。

“公安机关始终高度重视防范打击传
销犯罪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云端
主战模式， 加强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联
动，始终保持对传销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张祖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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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塑造智慧城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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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能、加强合作，保持打传高压态势

虽然打传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但不同
类型的传销在我省没有根本禁绝。 闵义山
告诉记者，“反弹一触即发，挑战仍在继续”
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 “随着交通的便利和
全国打击传销力度的不断加大， 传销分子
从外省流窜到我省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果
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和防范， 传销
就有反弹回流成势的可能。 ”

近日，省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第七
次会议召开 ， 部署下一步打击传销重点
工作。

张祖军表示，面对网络传销扩散迅速、

层级严密等新特点，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强
化数据思维，进一步优化办案机制，注重对
金融类网络传销犯罪的研究， 不断提升打
击网络传销犯罪的能力水平。

学生群体一直是传销团伙的重点目标
人群。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群体防范传销意
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我省连续多年组织
开展校园防范传销宣传教育专项活动。 省
教育厅二级巡视员许绪荣说：“接下来，将
在优化教育上下功夫， 进一步拓展校园防
范传销宣传教育的渠道和形式， 深化学校
防范传销宣传教育内涵， 提升广大学生认

清传销、拒绝传销的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
规范。 ”

“一方面，在打击传销‘皖剑’行动中，重
点突出整治网络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积极研
究探索打击网络传销工作的措施和方法，充
分运用技术手段，在网络监测中强化网络传
销预警与发现能力，增强打击网络传销的效
能，遏制网络传销蔓延势头；另一方面，将进
一步建立完善公安、市场监管与法院、检察
院、银行等多部门协作办案机制，培养一批
查处网络传销专业人才，确保打击传销在深
层次上取得突破。 ”闵义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