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商平台玩法多样
谨防冲动过度消费

今年“双11”预热期间，各家电商平台玩法
全面升级，天猫推出“全民开喵铺 瓜分20亿红
包”，寺库推出“许愿叽”游戏，游戏过程中，用户
通过趣味游戏兑换商品优惠券，积分，现金红包
等多重大礼。与此同时，京东拼多多苏宁纷纷推
出“百亿补贴”互相钳制，可谓是让消费者剁手
更顺利、更优惠。

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
部助理分析师蒙慧欣提醒消费者，这些平台推
出的系列玩法，其主要目的提高消费者活跃度，
引流且激活用户，提高用户留存度，另一方面则
是宣传推广，激发消费者者购物热情，但也因此
导致消费者冲动消费，购物不知节制，在其活动
结束，消费者反应过来之后退货退款也会成为
售后难题。

摸清优惠“套路”
谨防被“忽悠”

“双11”期间，价格优惠是刺激消费的重要因
素之一，部分商家会玩起“先涨后降”的套路，借促
销表面让利实则清库存，甚至出售质量较差的商
品。此外，部分商家的预付定金直减的活动，消费
者需提前支付定金，如未支付尾款则定金不退。

对此，蒙慧欣提醒，面对商家的各类促销活
动，消费者一定要理性购物，避免因冲动消费落
入商家“套路”。对于“先涨后降”的消费套路，消
费者可以向相关监管部门反馈。

此外，购买预售商品，需擦亮眼睛，货比三
家，对于心仪商品，关注平时销售价格，与促销
价格进行对比，是否存在真正的实惠，以防落入
商家的价格陷阱。消费者一定要看清并区分“定
金”和“订金”，了解预售规则及时支付尾款，定
金一旦支付不可退，而订金原则上可退。

社交拼购或藏“猫腻”
下单需谨慎

拼团的价格往往低于一般销售价，消费者
容易冲动消费。传统拼购模式的顽疾之一就是
低价低质，消费者容易买到质量不符合预期的
商品。而拼团是出于某一特定目的而临时组织
的松散团体，拼团交易成功后就分散，售后一旦
出现纠纷往往就难以再组织起来维权。此外，拼
团购物需提前支付，成团后发货，容易出现发货
不及时的情况。

对此，蒙慧欣提醒，消费者在参加拼团购物
前最好仔细查看商品介绍，包括发货时间、退换
货服务等，尤其是购买一些大件商品、贵重商
品，以防由于售后服务不完善带来不必要的购
物纠纷。此外，消费者需谨防低价陷阱，低于市
场价多倍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仔细甄别，尽量选
择大型、靠谱的平台进行拼购。

同时，消费者还要谨防“虚假拼团”链接，对
朋友圈等社交软件分享的各类拼团链接，有些
可能带有木马病毒，当点击后就落入诈骗分子
的圈套，轻则泄露个人信息，重则直接造成个人
经济损失。

特价限购、消费返现
与实际不符

在以往的电商大促期间，经常出现某些商
家推出特价限购、消费返现等活动，但实际上，
商品页面上显示特价商品限购100件，前100名
下单的用户消费返现，但实际却是，消费者成功
下单后，商家却以已达上限或库存不足等理由
拒绝消费者下单，或者并非前100名用户，而无
法兑换返现承诺。

对此，蒙慧欣认为，商家以特价限购吸引下
单，实际可购买数量与宣传不符的，涉嫌虚假宣
传。一般而言，商家打出此类标语主要是为了吸
引部分消费者下单，从而提高商品订单量，从而
出现类似“砍单”行为，对于特价限购数量与实
际不符的情况，消费者应及时向平台方举报。

电商专供小心被“套路”
看似一样实则不同

一箱同品牌的纸巾网店便宜一二十元？一
件同品牌同款的服装网店价是实体店价的三分
之一？一款看似一样的电视机价格相差千元，实
则型号仅差一个数字？这背后是品牌“电商专

供”在“捣鬼”。“双11”电商大促期间，品牌商品
成为消费者购买的主力军，然而被打上“电商专
供”标签的品牌商品消费者需谨慎下单。

据此前国内资深电商维权专家姚建芳研究
表明，目前“电商专供”商品存在三种情形，即同
款不同质、同牌不同质、盗用品牌，应当区别予
以认定。

对此，蒙慧欣提醒，在产品质量上“电商专
供”商品与实体店销售的产品看似一模一样，仔
细看会发现颜色、内件配备或某些功能存在差
别。实际上“电商专供”商品一般是价格较低而品
质稍逊的商品。“电商专供”商品一般在服装、电
器、鞋帽、箱包等品类较多，消费者要擦亮眼睛。

小心各类诈骗
不要被“钓”钱

“双11”电商大促期间无疑又成为了各类诈
骗活跃期，各类诈骗如钓鱼木马、中奖诈骗、退
款诈骗、货到付款诈骗、秒杀诈骗等让消费者防
不胜防。

（1）钓鱼木马链接诈骗：主要出现在QQ、旺
旺等聊天工具、弹窗页面等，消费者一旦点击带
有木马的有毒链接，就会一步步落入诈骗分子
的陷阱；

（2）中奖诈骗：一般为消费者下单后因信息
泄露，诈骗分子发送中奖信息，消费者上当后落
入诈骗分子陷阱；

（3）退款诈骗：一般为消费者下单后因信息
泄露，诈骗分子掌握消费者的重要信息，如姓
名、电话、订单号、购买商品等，能轻松说出消费
者的订单信息，后以订单出现问题为由要求消
费者退货，消费者收到有毒链接，点击后落入陷
阱；

（4）快递货到付款诈骗：一般为消费者下单
后因信息泄露，假冒快递员送空包裹，谎称需货
到付款，消费者被骗运费；

（5）“秒杀”诈骗：商家设置部分商品为“秒
杀款”，实际由系统设置，消费者根本无法成功

“秒杀”，甚至还会造成个人隐私信息泄露。
蒙慧欣提醒，消费者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

接，以防落入陷阱；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不要
向陌生人透入自己的重要信息；货到付款包裹，
要先验货再付款签收；遇到商家虚假促销、霸王
条款，以及遭遇各类诈骗陷阱的，消费者可以向
有关监管部门和维权平台进行投诉，维护自身
正当权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建 李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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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优惠活动五花八门
剁手党如何防坑？

在刚刚结束的天猫
双11预售中，100万款
新品中，成交破千万的
就有近100款，在新品
的强劲推动下，天猫双
11预售首的成交量也
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天猫数据显示，10月21
日当天预售成交TOP
20城市为上海、北京、
杭州、广州、深圳、成都、
武汉、南京、重庆、苏州、
天津、长沙、西安、郑州、
宁波、合肥、福州、青岛、
沈阳、无锡。除此之外，
另一份来自京东的战报
数据也显示，北京、上
海、深圳、广州、成都成
为首日下单金额最高的
5座城市。

随着移动购物的普
及，一年一度的双11已
经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的
狂欢，然而，大家在买买
买的同时，电商防骗同
样值得重视。据电诉宝
（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
解平台）根据历年用户
投诉情况统计显示，

“618”“818”“ 双 11”
“双12”、“黑五”等电商
大促后容易出现消费者
爆发式投诉的情况，问
题集中表现为：先涨后
降、虚假宣传、定金不
退、电商专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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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互联网+物流头部企业货
拉拉宣布，已成功在巴西的里约、印
度的金奈两大城市落地。今年仅6岁
的货拉拉（海外版：Lalamove）虽一直
践行海内外双线发展的战略，但此前
主要市场一直是中国和东南亚，印度
和南美是其今年开拓的“新大陆”。

虽然东南亚已有中国物流企业频
繁布局，但印度和南美市场却少有专
业的中国物流企业跑马圈地。年轻的
货拉拉如何在这两个新大陆开垦？面
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怎样的前景？

“出海”的新挑战

2014年，货拉拉同时进军中国内
地和东南亚市场，仅5年便开通了新
加坡、曼谷、芭提雅、马尼拉、胡志明、
雅加达、吉隆坡、河内、宿务。今年年
初，货拉拉决定进军印度市场，班加
罗尔成为印度市场首站。该模式得到
成功验证后，新德里、孟买、海德拉
巴、普纳、金奈相继开城。8月，货拉拉
在巴西圣保罗诞生第一笔订单；9 月
末，里约成功开城。

在货拉拉印度市场负责人John看
来，海内外最大的挑战是城市扩张和
复制的难度，国内非常容易复制，但海
外会遇到很多法规、政策、语言上的问
题，比如巴西和印度都是联邦制国家，
特别是印度，每一地的语言都有所不

同，不同城市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而巴
西是以葡萄牙语为主的国家，初创团
队只有一人懂得葡萄牙语，很多时候
都需要这位同事翻译。为了快速融入
当地市场，货拉拉开城团队抵达后，第
一件事便是走访律师事务所、金融机
构、本地企业和当地居民等，尽快理解
本土法律政策和当地民俗风情。

充满想象力的市场

在货拉拉看来，不管是东南亚，
还是印度、南美，都是充满想象力的
市场。这些海外城市的显著特点是人
口较多，有比较大的市场潜力。印度
和巴西市场快速的工业化，以及有着
第三方物流需求的零售和电子商务
行业的增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市场

需求。“尽管传统的货运公司已经占
据了一部分市场，但对于新的参与者
而言，关键在于其提供的服务广度、便
捷性和履行客户订单的速度，以占据市
场地位。”John表示。而货拉拉业务模式
的核心是提供快速、便捷、可靠的货运
服务，将货主与司机链接在一起。

为了更好地满足当地市场需求，
海外在运力和模式方面也和国内有
所差异。John介绍：“在国内我们运营
的车辆主要是四轮货车，而在东南亚
和印度、巴西市场，我们的车型更丰
富，二轮摩托车和三轮、四轮货车都
有。比如，在印度市场，两轮机车和三
轮、四轮货车各占50%。”在国内货拉
拉主要做货物运送服务，而在海外市
场，不仅有货运服务，同时也有小件
城配和餐饮配送服务。比如，在泰国
Lalamove 制定了汉堡王 24 小时的送
货服务方案，可以为深夜想吃汉堡的
顾客提供服务。

截至2019年11月初，货拉拉全平
台月活司机32万，月活用户达480万。
货拉拉表示，海外市场的下一步战略
将继续发力印度市场和南美市场。目
前印度市场业务增速非常平稳，月增
速在20%左右。待圣保罗和里约业务
成熟后，还会将成功经验逐步拓展到
巴西乃至南美其他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货拉拉“出海”记：
把互联网+物流带到海外

货拉拉在印度

货拉拉圣保罗开城团队

无招认为，在各个行业数字化
转型加速的大环境下，制造企业的
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势在必行。

“工业1.0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工业
2.0和3.0时代则是电气化和信息
化，德国提出了工业4.0，核心是数
字化和智能化。美国、日本和韩国
也都有类似的计划，但中国制造业
有独特的优势。”

无招认为，德国的工业4.0更加
注重智能生产制造和流通环节，通
过先进的技术来武装科学管理，实
现效率提升。而中国制造企业的优
势在于用技术升级管理方式，真正
实现智能协同，以人为本，让流程围
绕人来工作，激发出每个人的创造
创新力。

“智能制造比拼的并不是智能
化、效率和数据，比拼的是以人为本
的智能协同，以及由此激发的创造
创新力。”无招表示，“如果你的企业
有一千名员工，你有能力激发出这
一千名员工的创造创新力，这家企
业的能量将是巨大的，它就会不断
地自我更新进化。而激发员工创造

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人为
本。钉钉为企业提供了扁平、透明的
管理方式，让员工的每一份付出都
能被看到，让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
而出，从而激发出每个人的创造创
新力。”

通过钉钉的五个在线，一家制
造企业将实现人与人、人与设备和
空间、上下游产业等环节的智能协
同。“在线是第一步，首先是组织在
线，设备在线、数据在线。在线之后，
人和人、人和设备及空间、设备和设
备、上下游产业链等环节将全部实
现数字化。之后，便可进行大数据分
析，从而实现智能协同。”无招表示，
智能协同不仅仅是生产流水线的生
产越来越智能化、柔性化，更重要的
是生产制造中涉及的所有人的创造
创新力被激发起来。

无招以远大科技集团为例，介
绍了工作方式数字化之后给公司
带来的变革。远大科技从组织在线
开始，到沟通在线，再到办公、业务
系统在线化，企业内部的各类系统
全部和钉钉进行对接。比如物联网

产品，全部在线化之后可以智能监
控、管理、协同。

“远大科技是做空调制造的，但
大家不知道的是远大还做了全国很
多城市的智能井盖，通过手机就可
以查看到井盖的运行状态，是否需
要更换维修等等，实现了人和设备
的智能协同，业务背后是他们公司
IT部门的推动。IT部门从一个后台
部门成了新业务发展的创新者，IT
部门不再是一个搞软件的部门，变
成公司里面真正的生力军。”无招介
绍到。

中国的智能制造想要超越欧
美，就必须重视人的力量。“这个时
代人的力量如果能被激发出来，所
带来的改变远远大过现在生产线上
效率的提升。因为效率这件事情通
过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软件系统
或许就可以实现，但唯一买不来的
是这个企业的创造创新力，你是不
可能引进的。钉钉希望助力中国制
造进入智能协同时代，实现以人为
本和创造创新。”无招最后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庞健

阿里钉钉CEO无招：
智能制造时代的核心是激发创造创新力

10月31日，钉钉主办的
新制造峰会在杭州举行。峰
会上，阿里钉钉CEO陈航
（花名：无招）发表了主题演
讲，介绍了钉钉作为一个数
字化工作方式在制造企业
数字化转型中所起到的重
要作用。

阿里钉钉CEO无招认为钉钉将助力中国制造进入智能协同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