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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电商投诉猛增近七成
零售电商成重灾区，退款问题、商品质量、发货问题居消费者投诉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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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电商投诉情况集中在
哪些方面？ 报告数据显示， 共计
262家电商成为消费者投诉对象，
其中零售电商有93家， 进口跨境
电商32家， 生活服务电商61家，
互联网金融平台32家， 电商物流
企业20家，其他24家。其中，零售
电商（国内网购、跨境网购）占比
达67.6%，生活服务电商（网络订
餐、在线差旅、网络打车）占比为
16%，互联网金融（网络支付、银
行电商、P2P网贷、 分期消费）投
诉占比为 8.3% ， 为去年同期
（2.65%）的3倍多，物流快递投诉
占比同比上升1.46%。其他（商家
纠纷、 网络传销等） 投诉占比为
8.1%。

据“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

平台” 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上
半年， 全国电子商务前二十大热
点投诉问题为退款问题、 商品质
量、发货问题、网络欺诈、霸王条
款、网络售假、订单问题、售后服
务、虚假促销、退换货难、物流问
题、 退店保证金不退还、 货不对
板、冻结商家资金、恶意罚款、客
服问题、发票问题、信息泄露、高
额退票费、出票不及时等。

用户消费投诉的增多， 也引
起了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视。8月1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下发《关于
加大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
行为力度的通知》，加大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力度，要
求及时受理、 认真调查处理商标
权利人和消费者的投诉举报。

平台动态

洋码头用户满意度难提升
小红书质量问题多售后服务差

报告显示， 跨境电商网购投诉占
网络消费整体投诉的7%，共计32家进
口跨境电商被消费者投诉，寺库、小红
书、洋码头、英超海淘用户满意度综合
指数相对较低，获“谨慎下单”购买评
级；西集网、别样海外购，在受理平台
通报移交的投诉中，反馈率、受理时效
性、用户反馈满意度方面相对较差，用
户综合指数低于0.4，获“不建议下单”
的购买评级。

在报告涉及的进口跨境电商典型
案例中，小红书、西集网等被点名。多
名消费者爆料，在“小红书”购物后信
息遭泄露，收到自称“客服人员”打来
的电话，遇“赔付套路”，被骗金额不
等，此外，小红书还存在着产品质量问
题多、售后服务差等问题。

飞猪同程获“不建议下单”评级
艺龙预订酒店“货不对板”投诉多

2018年上半年, 在线旅游平台的
高额退票费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
点，投诉案例库显示，马蜂窝、飞猪、同
程旅游等平台的机票高额退票费问题
突出。此外除机票外,酒店订房等服务
也存在高额退票费问题。 从榜单涉及
的用户满意度各项指数来看， 马蜂窝
获“谨慎下单”购买评级，飞猪、同程旅
游获“不建议下单”购买评级。

在线旅游平台的货不对板问题主
要表现为预订的酒店房间等与产品宣
传明显不符，涉嫌虚假宣传。此外，当
消费者提出退款时, 多数平台拒不退
款, 其中以艺龙、 飞猪等平台投诉较
多。购买在线旅游产品不满意要退款，
平台说“不”，其中以发现旅行网、带我
飞、走着瞧旅行网用户投诉居多，这三
家平台在榜单的综合排名靠后, 均获
“不建议下单”购买评级。

近日，国内知名电商智库“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
《2018年(上)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
据“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大数据显示，2018年上
半年通过在线递交、电话、邮件、微信、微博等多种投诉渠
道受理的投诉案件数同比增长66.93%, 创历史新高。其
中湖南在前二十大热点电子商务投诉地区排第十二，占
比3.11%。

报告还披露了2018年上半年零售电商十大热点被
投诉问题，包括发货、退款、商品质量、退换货难、疑似售
假、虚假促销等，其中93家零售电商被消费者投诉。

■记者 杨田风

报告显示，广东、江苏、浙江、上
海、山东、北京、福建、湖北、河南、四
川为“全国十大热点电子商务投诉地
区”，湖南排第十二，占比3.11%。

前不久，湖南天天快递“老
板跑路，快件积压”事件，给诸
多消费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这
份报告也显示，物流快递占电子
商务整体投诉的2.90%， 而去年
同期的投诉占比为1.46%， 共计
20家电商物流服务企业成为消
费者投诉对象。电商物流领域的
投诉主要集中在跨境转运服务、
物流快递服务平台、 即时物流
平台三类电商物流服务企业。

在具体金额方面， 据电子商
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监测数据显
示，2018年上半年， 电子商务消
费纠纷涉及金额100-500元的占

比为28.19%；其次为1000-5000
元，占比为24.04%；0-500元占比
为 15.77% ；5000-10000元占比
为7.32%；10000元以上为5.63%；
未选择金额占比为6.31%。

电商研究中心分析师姚建芳
分析，从数据来看，多数用户网络
消费纠纷涉及的金额在100-500
元之间， 表明网络消费单笔订单
在该区间的占多数。 另据监测发
现，5000-10000元区间的投诉多
为购买3C数码、大家电类消费纠
纷；10000元以上的一般为商户
与平台间纠纷以及部分网络诈骗
类投诉。她提醒市民和消费者，不
论涉及金额多少， 当遇到卖家侵
权时， 一定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对卖家的违规、不法行为
坚决予以举报。

零售电商投诉占比达67.6%

热点投诉地区，湖南排第十二

8月30日，商务部举
办的跨境电子商务专题
业务培训在长沙市开
班，来自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商务主管部门、 各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
相关人员以及跨境电商
行业专家、学者、企业代
表等130余人参加培训
班。 这是2018年7月24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
北京等22个城市设立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的批复》后，商务部首次
举办的面向全国范围的
跨境电商专题业务培
训。

近年来，跨境电子
商务以年均超过 30%
的高增速成为外贸增长
新引擎、 经济发展新动
力。数据显示，我省网民
总数达3013万，电商消
费群体和市场需求庞
大；“互联网+数字经济
指数”排全国前列，跨境
电商人才资源丰富。

“此次专题培训班
的举办， 将进一步凝聚
起跨境电商未来发展趋
势的广泛共识， 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的发
展跨境电商的热潮，推
动跨境电商向更高层
次、 更广范围的深入发
展， 对我省跨境电商发
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省商务厅方面如是
表示。

据悉，本次培训班

历时两天 ， 将由行业
专家分析介绍跨境电
商 发 展 的 现 状 及 趋
势 、 跨境电商综试区
代表讲解成熟经验做
法、 行业和企业代表
分享培育跨境电商企
业经验。

就在上个月， 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新设一
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长沙与北京、呼和浩
特、沈阳、长春、南昌、武
汉等22个城市名列其
中， 为我省发展跨境电
商带来新的优势。

据我省发布的《促
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将对跨境
电商综合成本给予适当
补贴； 支持跨境电商龙
头企业发展， 加强支撑
孵化体系建设， 对带动
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跨
境电商、服务数量在100
家以上、 有实际进出口
业务的企业或机构，一
次性给予不超过100万
元的奖励。目前，长沙也
已经制定跨境电子商务
百亿工程方案， 计划到
2021年， 长沙将实现全
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年
进出口总额100亿美元
(其中跨境电商B2B进出
口额70亿美元， 跨境电
商B2C、B2B2C进出口
额30亿美元)，有望成为
中西部跨境电子商务产
业集聚中心。

■记者 杨田风

商务部跨境电子商务培训长沙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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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电子商务消费投诉涉及金额分布。 数据来源：WWW.100EC.CN

全国人大常委会31日表决通
过电子商务法，其中明确规定：对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
服务， 电商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
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
务， 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
承担相应的责任。 电商平台经营
者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或
者对平台内经营者未尽到资质资
格审核义务， 或者对消费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据新华社

电子商务法表决通过:
电商平台未尽审核义务可罚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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