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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五家淘宝店 三个被关俩“失联”

针对买家与中介方这桩价值1000多元的交易，淘宝方表示二手网店禁止转让，产生纠纷交易方自行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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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贷中心专栏

连锁加盟峰会获奖企业首场巡讲本周开幕

7-11便利店

周六点拨选址秘籍

俗话说“选到好口岸，做生意就成功了一半”。你

想知道黄金口岸的选址秘诀吗？你想知道什么样的商

铺才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小钢铺吗？

如果你参加过7月本报举办的 “第二届中国

（成都）特许连锁加盟创富峰会”名家讲座，那么

一定会对口才了得、 实战经验丰富、 总结到位的

7-11便利店加盟部部长朱东生先生印象深刻。作

为国际连锁超市巨头的成都地区加盟“选拔官”，

朱东生亲自审核、 部署并指导了成都几乎所有

7-11超市的选址、诞生和经营，是一位兼具指挥、

实战的顶级高手。

而谈到近年来在成都地区火速发展的007超市，

你也一定不会陌生。 作为本土超市新秀的创始人和

掌舵者， 高和友先生亲历了这家企业及其加盟商的

每一步发展和成长，有着极为丰富的创业经验。

本周六， 本轮巡讲的第一场落地活动将正式启

幕，届时，备受成都中小投资者和市民热捧的全球知

名便利店品牌7-11成都公司加盟部部长朱东生、007

超市董事长高和友， 以及城北最受瞩目楼盘天悦城

的资深置业顾问将成为首轮巡讲的“金牌导师”。

你有创业疑惑，他们现场解答。感兴趣的投资

者快快拨打热线028-86532981报名， 名额只有50

个，先到先得！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讲座主题：好口岸，是怎么选出来的？

活动时间：8月2日（本周六）下午2：30

� � � �活动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路天悦城销

售中心内（沙河公园北侧，临近蓝光花满庭）

免费报名热线：028-86532981

成都个贷———

银行贷款利息最低5厘

日前，笔者从成都锦城个贷中心获悉，今年一

些商业银行无款可放的现象仍有增无减。 怎样让

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又轻松呢？想要融资的读

者可拨打个贷金融便民热线86748844免费享受私

人订制融资方案咨询。

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银行利息

5

厘专享

该

中心韩学表示，受余额宝模式的影响，个贷中心致

力打造首个西部金融贷款超市“个贷金融汇”———

整合全川60多家银行优势，让普通老百姓贷款像购

物一样轻松。针对银行要求各不相同，个贷中心根

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

银行贷款利率8折、最低5厘的贷款利率，品种有随

借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

年限高达30年， 住宅商铺放大150%， 而且一抵双

贷，通过个贷中心VIP通道还可以办理10年先息后

本。随借随还：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

何利息：想借就借，瞬间到账；想还就还，帮你省息；

一次办理，反复使用，让资金利用率最大化。

按揭房也能办贷款，手续简放款快

“只要你

有按揭房，就能凭借月供办理无抵押贷款放大100

倍，放款快，额度高。而且用车辆贷款利息还能低

至3厘多， 贷款不足还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弥补。

而且单独凭借个人工资也能贷款。”个贷中心业务

主管刘湘介绍说。个贷中心开通的VIP通道凭借合

同房也能办理利息5厘5的银行贷款， 而且抵押房

再贷款先息后本，方便快捷最快当天就能到账。

应急贷款，当天到账

有全款房、按揭房、合同

房、抵押房（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

申请应急贷款，速度快，半小时就能拿到钱，额度

高达100%，方式灵活。在个贷中心大厅，笔者看到

心急火燎赶来贷款的陈女士， 原来她以前信用记

录不良，房子估价也不够。四处碰壁时通过业内朋

友介绍，陈女士拨通了个贷中心7×24小时一站式

贷款便民热线：86748844，当天中午就凭按揭合同

房贷到了80万元。

（文

/

张蒙）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又轻松呢？位

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的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

信金融专业贷款机构表示，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

前往品信金融了解， 也可拨打便民金融热线

86203336咨询。同时，笔者与品信金融总经理杨总

探讨了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 抵押放大

150% 杨总

表示，品信金融致力打造首个成都市利息低，放款

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 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

道，客户凭全款房当天就能拿到钱。针对银行的要

求各不相同， 品信金融根据最新银行政策推出了

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 银行贷款利率低至5厘，

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

还款方案， 年限高达30年， 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

150%，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放款更快。距成功

贷款只有三步：联系品信金融、申请办理、成功放

款，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当天拿钱，按揭房、车也可办理贷款

“只要

您有按揭房、按揭车，贷款就这么简单，免抵押，

及时审批，当天放款，享受超低银行利息，最高可

贷200万。”业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

客户因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银行

不能正常贷款。 品信金融会根据客户实际情况，

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品信

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凭借合同房也能办理低利

息银行贷款，而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最快

当天到账。

快速借款， 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

款车、合同房、抵押房（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

贷款担保申请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企业和

个人贷款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在

品信金融大厅，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通

过朋友介绍， 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

86203336，当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通过实地

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品信金融又追加了100万

元贷款。

（文

/

张蒙）

品信金融专栏

在这起纠纷的背后， 淘宝店铺转让其

实早已形成产业链。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在

百度上搜索“二手淘宝店”转让，立即弹出

麦淘网、阿里网店转让网等数条相关信息。

一家名为“易店无忧”的网站自称“首选

唯一官方认证网店转让服务商”，提供1~5

钻、1~5冠、1~5金冠以及天猫商城等多种

信用等级的网店转让。 根据每个店铺信誉

度不同，价格也随之变化，如一颗钻的店铺

多数在4000元以下，最低1000元，最高8万

元；而5颗钻的店最低5000元，最高10万元。

引人注意的是，在易店无忧网上，一个

经营坚果的店铺同时出售其在天猫、京东、

一号店的3家店，转让标价竟高达500万元，

发布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 续费截止日

期为今年底。记者留意到，各家转让网标注

的中介费标准均是收取买卖双方交易额的

10%。以此计算，如果这笔业务以标价完成

转让，中介网可能会获得50万元的佣金。

在很多被转让店铺的介绍中， 商家都

以盈利高、 客户多等资质来吸引顾客。比

如，某服饰品牌商城在资料中称：目前月流

水60万至70万元，旺季过百万，行业排名前

5之内。如此优质店铺，到底是不是真的？

“虽然没有标示出店铺网址，但是我

们提供的网店信息肯定是真实的。” 阿里

网店转让网业务员杨先生在电话里向记者

解释，“您看中的这家经营13年的四钻服

饰店，如果由我为您办理，可以计入我的业

务量，售价可以从7000元减到6000元。”

阿里网店转让网首页上， 显示了12家

已售店铺的信息， 价格在2000元~9万元之

间。“客户很多， 花几万元买皇冠店的也

有。”杨先生表示，购买二手淘宝店的确存

在风险，但几率很小。“如果被淘宝质疑经

营人与原始注册人不符， 我们还能够提供

最新的原始人照片，帮您化解风险。但实际

上，这样的情况很少。”他告诉记者，买到网

店后， 不要急于更改密码，“最好等5天之

后，再进行修改，这样不易被淘宝察觉。”

然而， 记者从成都一位电商业内人士

处了解到， 二手网店转让网站上的绝大多

数网店信息， 甚至包括已交易信息都是虚

假的，“水分很大”。“一般情况下，二手店

转让网从相关渠道可以花10多块钱买到一

个多年前注册的账号， 之后再进行刷信誉

等包装， 以信誉高、 销量火的形象挂上网

站，然后再以高价出售。”该人士表示，购

买二手淘宝店对接手者来说暗藏不小风

险。目前，对虚拟店铺交易并无明确法律规

则，卖家之间大多系私下转让，接手人得到

的其实是原卖家网店的“用户名和密码”，

而原户主的注册信息等均不能变。 这就意

味着，在淘宝系统内，店主仍然没有变更。

“合同具有相对性，虽然买卖双方通过

中介平台签订了合同， 但如果淘宝不同意

私下转让店铺， 那么接手者跟淘宝之间就

没有合同关系。 原户主和淘宝之间的合同

并没有解除，一旦店铺出现纠纷，只会追究

原户主的责任，也不会保护接手人，双方利

益都难以保障。” 该人士分析，“广州的文

女士遇到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接手

人很容易吃哑巴亏。”

本以为便宜买到了好店铺，结果却被淘宝全部封杀，广州的文女士与四川的卖淘公司起了纠纷。

近日，来自广州的淘宝商家文女士向成都商报记者报料称，今年3月，她通过四川卖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卖淘网络）旗下的网络交易平台———麦淘网，花费1363元购买了5个淘宝店铺。本想借助这5个店铺让自己的生意更上

一层楼，没想到从4月开始到7月中旬，这5个店铺相继遭遇封杀，有两个已经打不开，另外3个也被关闭，产品下架无法

交易。自认为被骗的文小姐开始抱怨中介方卖淘公司，而卖淘公司则称已联系不到原始注册人。

对此，淘宝网昨日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淘宝网禁止淘宝网店通过任何手段进行买卖、出租或者赠与他人，对于二

手店铺出现的任何违规行为，淘宝将按照规则做出处罚，如果由于转让引发了纠纷，交易方自行承担责任。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致电在广州

的淘宝商家文女士。据她讲述，今3月24日，

经过卖淘网络的中介牵线，她与一位名叫

张亮的人签订《网络店铺转让居间合同》，

该合同由居间方———卖淘网络制定。

据合同显示，文女士支付的转让费为

1363元。另外，由于卖淘网络促成了合作，

文女士和张亮各自需支付136元的 “中介

费”。也就是说，文女士一共支付了1499元

买入5家店。“我当时想多开几个淘宝店，

但是淘宝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注册一个店

铺，所以就想到买几家二手店铺，”文女士

表示，她在百度上搜索到了卖淘网络，并达

成合作。“4月份的时候，我找人对新买的5

个店铺刷了3钻信誉。当月，淘宝说我店铺

信誉虚假，对其中两个店铺做了处罚，直接

登录不上了。”文女士告诉记者，而到7月

中旬，剩下的3个二手店铺连续接到淘宝系

统的通知，称店铺不符合淘宝认证要求，用

户提交的认证信息可能非本人信息，其真

实有效性有待核查。文女士随即联系了卖

淘网络业务员余兵。在余的建议下，她将3

份原始证件上传淘宝进行申诉。几天后淘

宝回复表示，由于店家上传的证件未通过

审核（照片有修改痕迹），无法帮助处理。

昨日，记者点入文女士被关闭的3家淘

宝店发现，店内已有的产品全部下架，买家

无法购买。经文女士证实，店铺关闭后，产

品的确已全部下架，并无法再传新品上架。

记者从文女士提供的店铺原始注册人

身份证信息上看到，3位注册人住址都是河

南淮阳县许湾乡。文女士说，“我不知道这

些身份证信息是否真实，淘宝说相片有修

改痕迹，我觉得我可能被卖淘网络骗了。”

“淘宝需要原始注册人现在手拿报

纸、身份证的照片，证明这家店是本人在

经营。但问题在于，我们也找不到这几个

人了。”卖淘网络负责文女士合同的业务

员余兵在电话里回应称， 甲方委托人张

亮也联系不到原始注册人， 无法提供最

新的信息证明。

余兵还提到，近日公司的许多客户

都遇到被迫关店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提

供了原始注册人最新照片后，通过了申

诉。然而，对于文女士认为卖淘网络提

供的是假身份证这一问题， 余兵表示，

文女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证明身

份证是假的。如果能够提供，公司会主

动解决问题。

“余兵说照片有修改痕迹并不能证

明资料是假的，让我去找专业的公安部门

开证明。我认为，淘宝平台开店，他们有专

业的人在审核， 淘宝都说资料不真实，这

还不能证明吗？”文女士觉得很委屈。

记者查询到，卖淘网络注册资本100

万元，发照日期为2014年3月27日，经营

范围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服

装鞋帽、化妆品、眼镜等。

开个淘宝店铺的流程相对简单，只

要注册一个淘宝会员号， 然后经过支付

宝的实名认证后， 点击 “我要开店”一

栏， 经过一个简单考试， 通过后即可开

店。而一旦认证开店之后，认证信息就不

能更改，正因为如此，在卖家中，二手店

铺的转让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根据店

铺的等级不同， 店铺交易价格在几百元

到数万元，有些皇冠级的优良店铺，可能

几十万元都有。”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

表示。

但是， 淘宝店铺交易过程中出现问

题已经不是个案。此前有媒体报道，有人

购买二手店铺， 第二天账户就被盗取资

金损失不少； 有人购买二手店铺从事不

良活动，触犯法律。对此，淘宝网人士告

诉记者， 淘宝店铺是不能以任何手段进

行买卖、出租或者赠与他人。不过，淘宝

网从未禁止由于离婚/继承的网店过户，

淘宝网遵循司法部门的判定， 只要离婚

人或继承人根据司法部门要求提供相应

的材料，即可继续经营网店。据透露，为

了更好地解决店铺主体发生变更的客观

需求，淘宝网已开通离婚、继承两个类型

的店铺过户线上申请入口。

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 禁止淘宝店

铺的买卖转让， 淘宝只认认证的注册信

息，转让店铺本身就是违规行为，如果引

发了纠纷，交易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如

果淘宝发现店铺出现刷信用等违规情

况，将会关店。业内人士提醒，淘宝网正

在加强相关方面的监管， 淘宝卖家尽量

不要通过二手交易来买卖店铺， 否则极

易出现纠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店主投诉

买了5家二手店

资金全部打水漂

茛

中介解释

没有帮助原始注册人提供假身份信息

〉

淘宝回应

禁止店铺私下交易 发生纠纷责任自担

〉

二手店成本低至十元

私下转让

已成产业链

记 / 者 / 调 / 查

刚刚意气风发从美国两大证券交易所

归来的聚美优品和京东，庆功酒刚刚饮罢，

就被媒体曝光平台售卖奢侈品假货。“假货

门”旋即在消费者和业界引起轩然大波。

聚美优品、京东等

被指大肆售卖假货

前日， 腾讯报道了 《暗访电商假货链

条：聚美等涉知假售假》一文，文中称经暗

访发现， 有一家供应商祥鹏恒业通过多个

电商平台销售假冒廉价奢侈品， 这些电商

平台包括聚美优品、京东、1号店等。在聚美

优品6月15日那一轮的名品特卖中，鞋包特

卖第一栏与第二栏的位置， 都是给了两个

号称“全网最低”与“官方授权正品”的特

卖品牌———Armani （阿玛尼） 与Burberry

（博柏利）， 而隐藏这两个品牌背后的，正

是祥鹏恒业的马甲。

报道称， 祥鹏恒业涉猎服装、 箱包皮

具、珠宝、眼镜、化妆品、香水、红酒等商品，

主要经营品牌包括：Armani、Burberry等世

界知名奢侈品品牌。 而祥鹏恒业的营业执

照和税务登记证显示， 这家公司经营项目

包含园林绿化服务和化工产品在内多达31

项， 唯独没有售卖奢侈品的货物进出口以

及代理进出口的经营项目。

类似于这样的供货商， 在其他网购平

台也并不少见。据媒体报道，这些提供一二

折奢侈品的公司都和祥鹏恒业一样贩卖假

货。 而祥鹏恒业公司同时也在其他电商平

台上从事销售活动， 根据公司内部文件显

示，其在国美在线命名为“百纳奢品”，亚

马逊则是“恒业奢品”，而1号店平台上的

的网店则干脆为其公司的名字。

目前， 京东海外购专栏绝大多数都是

一些经京东认证的“海外购”第三方店在

出售代购产品，而祥鹏恒业所办的“百纳时

尚”正是其中之一。

当消费者发现问题后， 即便拨打电商

平台的服务电话， 也会被转接由假货供应

商处理，即使投诉远超正常现象，电商平台

们依然置若罔闻， 针对第三方看似严厉的

条款在这些公司面前千疮百孔，成了摆设。

第三方平台商户售假

奢侈品是假货重灾区

如果失去消费者信任， 电商的经营必

将陷入困境。 聚美和京东当日也针对此事

迅速作出回应， 都表示已经对祥鹏恒业进

行了关店处理， 针对在该店铺购买了商品

的消费者，可无条件退货。但声明中均没有

提到如何赔偿的问题。

聚美方面表示， 在公司针对第三方平

台商户的资质审查过程中， 该公司曾出示

完整的营业执照、相关商品授权书、相关货

物进口报关单， 以及与多家电商合作的资

料。“我们正在对这家公司的资质、 货源进

行彻底重新调查。 不排除根据最终调查情

况，对‘祥鹏恒业’采取相关法律措施。”

京东相关负责人表示， 京东将假货作

为公司的死敌并制定了针对涉假卖家、公

司相关责任人的严厉处

罚措施。2014年以来，京

东一直不断加大对平台

商品的抽检力度， 每周

抽检不少于三次， 且抽

检覆盖全部品类。

但即便如此， 假货

依然出现在聚美和京东

的平台上。 业内人士指

出，作为电商平台，对于

第三方平台资质审查上

的失误以及合作商户业

务流程上的漏洞， 聚美

和京东无法回避。

从曝出假货的情况

可以看到， 出现假货的

都是电商的第三方平台

商户， 而且奢侈品是假

货重灾区。

品类扩张压力大

假货门重创电商

事实上， 如果了解了整个产业链的情

况，就会理解电商出现奢侈品假货的现象。

奢侈品电商行业最大的尴尬就是货源

延伸出的问题———从品牌商处拿不到品牌

授权或基于奢侈品本身的稀缺性， 导致拿

不到足够的货量。拿不到正规授权时，只能

充斥假货， 导致遭遇消费者和品牌的双重

追击式投诉；即使拿到授权，品牌商往往也

拿不到足够的货量， 无法满足消费者在购

买量方面的需求。

而美妆起家的聚美和3C起家的京东以

及主打百货的1号店，之所以会蹚奢侈品的

浑水，无外乎是品类扩张的压力。在聚美上

市之时就有分析指出，对聚美优品来说，上

市也是帮助其在未来脱离单一美妆行业局

限性的机会。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靠

单一市场无法有足够的安全感。 这种 “不

安”在垂直电商领域尤为突出。

而匆忙的品类扩张， 尤其在货源问题

严峻的奢侈品领域扩张， 让聚美和京东匆

忙间摔了跟头。 聚美方面表示，“我们既是

一家高速发展的公司， 也的确是一家年轻

的公司。 如何保证手表等新开拓货品的质

量，此次问题将成为我们永远的警诫。”

京东表示， 将进一步对平台卖家进行

严格梳理， 对入驻商家进行更加严格的资

质审核，升级各项监管措施，尽最大努力杜

绝假货的出现；同时，如果发现第三方平台

上有商家涉假的苗头， 将联合工商部门的

力量，对假货进行查抄。

虽然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莫

岱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电商售卖假

货应该是个别行为。 但这种个别行为给电

商整个行业带来的重创可想而知。

假货可以下架，黑店可以关闭，但平台

信誉因此受损，对于电商来说，就是最大的

劫数。

据新京报、证券日报

奢侈品假货门重创电商新贵

聚美优品、京东等紧急下架闭店

制图 邹利

记者从文女士提供的

合同照片上看到， 她从张

亮手里买到的5个店铺账

号分别是：巴巴商都、冰冰

商务2、 诚信经营223399、

宏宇商都和好好商都6。店

铺创建时间为：2014年3月

14日、3月12日、4月15日、3

月16日、3月14日。申请这5

家店铺的原始注册人姓名

分别是：张XX、雷XX、张

XX、刘XX、彭XX。资料显

示， 每家店铺卖家信誉值

均为0。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熊玥伽

交易细节

文女士的网店已被关闭

文女士与中介签署的合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