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网购了一个包包，今天上午

11:13收到短信，说已经签收，可3个

小时后仍没有快递员跟我联系，告

诉我谁帮我签收， 包裹在哪里？”前

日下午2：30， 家住城西光华大道附

近的许女士向成都商报《社区电商

周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前几天，许女士在天猫买下一个

帆布包。前日上午，她收到快递公司

短信， 被告知自己的快递已签收，同

时显示的是“代收”。通常情况下，快

递员送货时会先打电话或者发短信，

告知即将送货，但这次，没有接到任

何通知的情况下， 包裹竟然被签收。

“快递员可能马上会联系我，告知包

包在哪里。”不过，许女士等待了3个

小时， 一直没有快递员与她联系。

“到底是谁代收了我的包裹？”

春季是排毒减脂的好时节，您不妨尝试一下天然粗

粮饮品苦荞茶，给身体彻底做个“大扫除”。

《社区电商周刊》携手买够网为大家精选匙间黑苦

荞（胚芽）茶，其原料100%来自大凉山海拔2600米以上

无污染高寒山区的天然黑苦荞，采用先进的九道复杂脱

壳工序加工而成，荞香爽口、汤色黄绿、清亮，耐冲泡，保

留了苦荞“最天然的呼吸”和最宝贵的有效成分“芦

丁”，营养、健康、味美、方便。

匙间黑苦荞茶原价78元/瓶，三种方式购买：拨打电

话86626666订购，或登录买够网下单，或者扫二维码直

达购买链接下单，买一赠一！

999元抢原价5999元的治疗仪

把私人健康专家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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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购

本期扫码购产品

认购方式

1

、扫码订购：

用手机扫描刊登在产品旁边的

二维码，直接进入下单页面，即刻下

单，坐等商品到家；

2

、在线订购：

登录买够网（mygo.chengdu.

cn）,在线完成下单；

3

、电话订购：

拨打028-86626666， 告之您所

需产品的数量、 配送地址以及联系

方式；

4

、到货时间：

一般情况下，您将于下单后3日

内收到订购的产品。

更多实惠正宗产品， 敬请登录

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chengdu.cn�

扫二维码

同城快递首重立减

2

元

同康快递除了提供高水准门

到门同城快递服务外，还提供代收

货款、保价、等通知派送、签回单、

代付出/入仓费、末班收派件（晚上

20：00前）、 仓储派送一条龙（QQ

下单———面单打印———包装———

派送）、冷库保鲜、委托收件等多项

增值服务。

另外，在4月5日到5月5日期间，

关注成都同康快递有限公司官方微

信，扫码成功的，同城快递首重1公

斤从原价8元变6元立减2元， 续重1

公斤从5元变2元，立减3元。

详情可咨询

:

84304468、84304478

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

指定快递公司：

成都同康快递有限公司

匙间黑苦荞茶

扫购价：

78

元

（买一赠一）

排毒减脂 来杯苦荞茶

川红工夫茶礼盒装（

108

克）

市场价

:248

元

扫购价

:168

元

（三环内包邮）

美剧《纸牌屋》一炮打响，很大程度

上证明了“大数据”的价值。视频网站

Netflix有庞大的用户群， 每天产生3000

多万个行为，这些看似枯燥的数据，记录

了用户对视频内容的喜好和口味。根据

“大数据”分析，网站最终确定了“政治

惊悚”题材的组合，下注一亿美元自制

《纸牌屋》，获得成功。

最近影院的热门影片非 《美国队

长2》莫属，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部电

影， 就是一群坏人想利用大数据干坏

事， 被美国队长和他的伙伴们及时发

现，于是制止了坏人们的阴谋。电影里

的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21世纪就

是本数据书。”

对于这句话，丁丁认为可以这样理

解，在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

导航和手机定位系统记录你去了什么

地方， 你的朋友圈记录你吃了什么，以

及你在网上买了什么、信用卡账单上有

什么、 你在搜索引擎里面搜了什么等

等，一切都将留下痕迹，而所谓的“大

数据”，其实就是对这些资源进行挖掘

的过程。

电影中的“洞察计划”就展示了这

样的一个过程， 通过一种特殊的算法，

通过对每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在全世

界范围内轻易地找出他们的目标。而对

于商家而言，未来的商业模式，其实也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通过数据挖掘，

找出自己的精准客户，然后推出有针对

性的营销手段。

再回到电子商务这个话题， 大数据

对于网购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在

目前人们的想象中，“精准营销”被提得

最多。 通过你的微博和微信上发布的一

些关键词， 以及你最近在网上的搜索记

录、购买的书籍和CD，以及信用卡账单

等等， 可以分析出你是一位什么样的消

费者，以及你的消费需求。比如：“你是

一位刚刚生完小孩的母亲， 正在研究什

么样的奶粉最适合你的孩子。” 而当你

下一次打开淘宝或者亚马逊的链接时，

发现在首页显著位置给你推荐了几款适

合你的奶粉， 或者会给你推荐婴儿安全

座椅、 婴儿被带等你即将会感兴趣的商

品， 甚至还有可能给你推荐妈妈瘦身机

构、月嫂家政公司等等周边类的产品，满

足你全方位的需求。这样的购物体验，你

会喜欢吗？

从我个人而言， 我是不喜欢这样的

营销手段的， 因为我不喜欢商家比我更

聪明的那种感觉， 凭什么他们比我自己

还了解我需要什么？ 我怎么知道他们还

会拿着我的这些信息去干些什么？ 正因

为如此， 我一直不太喜欢在微博和朋友

圈上晒太多跟自己个人生活相关的东

西，虽然我也清楚，想要通过这种方式阻

挡大数据的脚步显然是痴心妄想，毕竟，

你在网上留下的数据已经太多太多。

你呢？晒还是不晒？

话题吧

百度一下、网购一次、秀张照片……

大数据 看穿你

·微 /�话 /�题

码上扫购

买够网精选的正宗原产地新疆大

枣，颗粒饱满、果实厚实、皮薄核小、营

养丰富，口味更甜更醇。每一颗都是自

然精华的结晶， 维生素C含量丰富，高

于苹果含量的七八十倍！

正宗新疆大枣

（

500

克

/

盒）

市场价：

59

元

扫购价：

38

元

多年前， 小编的一个亲戚从内江带了些黄老五花生糖。当

时看着其貌不扬的花生糖，吃在嘴里的味道却非常惊艳，酥脆

化渣，甜而不腻，回味无穷。就这样，小编记住了黄老五的名号。

时至今日，黄老五花生糖、花生酥凭其经典的口味早已

经风靡市场，征服了一拨又一拨好吃嘴，成为了休闲旅游补

充能量的最佳选择之一！

目前， 买够网正在热卖的黄老五零嘴组合包括一袋花

生酥228克、一袋米花酥238克，市场价格33元，现扫码购买

只要25元，是不是太划算了？爱上酥脆的味道，快来订购黄

老五零嘴组合吧！

黄老五超值组合

（

1

袋花生酥

228

克

+1

袋米花酥

238

克）

市场价：

33

元

扫购价：

25

元（三环内包邮）

爱酥脆爱甜美 爱上黄老五

码上扫购

码上扫购码上扫购

阿坝中蜂生长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以采集山

区自然野花为生，所产野花蜂蜜属原生态、纯天然。其蜜色深

黄、口味独特、香味醇厚且浓度高。

家住蓝谷地的余先生日前通过《社区电商周刊》抢购到一台

“五六牌气血通络治疗仪”，其父母使用后明显感觉睡眠好了，肩

膀疼的症状缓解了不少，于是他还想再买一台孝敬岳父母。

五六牌气血通络治疗仪为买够网健康定制系列品牌。该

治疗仪研发团队负责人介绍， 中医认为， 气是生命的动力根

本，血是生命的营养基础，经络是把气血输送到身体五脏六腑

的生命通道，这三大生命核心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导致各

种身体的不适甚至是疾病的到来。 五六牌气血通络治疗仪可

以智能模拟中医手法， 根据使用者身体症状或病情的需要进

行对症穴位的电子针灸、按摩、推拿、捶打、揉捏，保障身体经

络通畅；也可以通过对电磁手雷足疗、远红外热疗、纳米激光、

负压电极的配合使用，保障身体气血充盈、循环有力，从而实

现对身体虚弱者的保健调理和老颈椎、老腰椎、老肩周等老毛

病患者的治疗作用，集“按摩师”、“理疗师”、“老中医”三大

健康专家于一身。

提醒：

买够网本周推出限量团购，市民除了能以999元认购

原价5999元的五六牌气血通络治疗仪外，有气血相关问题的读

者还可拨打028-61506538咨询，10名幸运读者将获得免费体验

一周的资格。

五六牌气血通络治疗仪

市场价：

5999

元

扫购价：

999

元

打028-61506538�免费体验治疗仪

阿坝中蜂蜜（

360

克

/

瓶）

市场价

:249

元

扫购价

:148

元

码上扫购

码上扫购

川红工夫是传统历史红茶，产

自极品红茶的孕育地———四川宜

宾，是中国三大“工夫红茶”之一。

作者微信公众号：丁丁学理财，资深互联网

记者，长期关注电商行业和互联网金融。

特约专栏

网购，让人欢喜让人忧。

一方面，我们惊喜于网购商品的物美

价廉；一方面，我们也为收到问题商品苦

恼不已。

中消协统计显示，

2012

年全国网购

投诉达

16408

件 ，

2013

年达

12950

件 。在

网购消费纠纷中，主要体现在销售假冒伪

劣商品、货品或服务不符合约定等方面。

网购有风险，付钱需谨慎。

你遇到过“悲催”的网购经历吗？

你买到过“坑爹”的网购商品吗？

坑爹网购的那些事儿。

请你一“吐”为快。

有段时间， 办公室流行吃云南

鲜花饼，我在天猫一口气买了40个，

各种口味。 饼从昆明厂家直接寄过

来，发货大概4天后，我收到了熟悉

的某通快递员电话：“你有件食品到

了，需要你亲自签收。”这位快递员

平时一般都是将包裹放在物管处然

后发条短信告知， 这次竟然直接打

电话， 我有点惊异：“请帮我放物管

处嘛。”“嗯，你这个是食品，有些特

殊，需要你本人签收。”快递小哥声

音有些紧张。刚好那天在家里，想了

想，还是下楼去了。小哥在小区大门

口等我，一脸殷勤的笑容，递过箱子

后，强调：“包装完好的哈”。我看了

看，包装是没有什么问题，于是确认

签字。小哥如释重负般收回单子，然

后骑着电马儿离去。

回家拆开箱子， 我第一件事就

是去数饼的个数。40个， 没有错。但

是，箱底有塑料包装碎屑，再仔细清

查一番， 竟然有两个饼的包装袋破

了洞，看那锯齿状的边缘，脑子里闪

过一丝不祥的联想，拆开包装一看，

果然，两个饼都被老鼠光顾过。第一

反应是厂家库存出问题。 在旺旺上

找到售后，对方态度很好，听完我的

描述看过我拍的照片后， 温柔地提

醒我：“亲， 你收货时纸箱是否完好

呢？”“没有问题， 我亲自签收的！”

说了之后，自己心里有些不踏实，再

去检查箱子， 果然发现了端倪———

侧面有个破洞用黄色的封口胶遮住

了， 难怪快递小哥这次非让我亲自

签收！

最后的处理结果， 卖家退了两

个饼的钱， 然后安抚了我的愤怒情

绪，并承诺投诉某通。余下的38个饼

包装完好，弃之不舍，但吃起来那个

滋味……

本期关注话题：虐心快递

网购的饼还没吃到嘴 老鼠先尝鲜

吐槽者：酸奶广子

(

成都一单位员工

)

从箱子里面看，晕，这不是破了个洞么？！

咦，两个饼外包装有锯齿状破损

打开后……这不是被老鼠啃过吗？

包装纸箱侧面贴了块黄色封口胶……

谁签收了我的包包？

吐槽者：里里姐姐（家庭主妇）

本刊专门设立“曝光

台”， 为你搭建一个

网购投诉维权平台。

如果你在网购过程中遇到

“坑爹”的事儿：

你投诉

我监督

亲

髴拨打 《社区

电商周刊》热

线 ：028 －

86626666

髵扫描本刊官

方微信二维码

联系我们

记者调查 许女士随后联系 《社

区电商周刊》记者投诉，记者就此致电

申通快递客户服务中心， 一名女性工

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查询了快递单号，

她表示，快递件确实已被签收，至于是

谁签收了， 她建议记者找成都的服务

网点询问，并提供了服务网点的电话。

申通成都服务网点一名丁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出现许女士反映的

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的送货时间与

签收时间是不一样的，送货时间一般

会晚于签收时间

1

到

2

小时。“但根据

客户反映的情况， 现在已经晚了

3

小

时，的确存在一定问题，我们马上调

查处理。”前日下午

4

时，许女士告诉

记者，快递员于下午

3

时

22

分发短信

知，小区保安室有她的快件。

成都商报记者 王可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