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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你还做“断臂维纳斯”吗？

调查数据显示：近 2 成消费者打算“双十一”不花一分钱

据《北京晨报》报道 工信部最新发布

的 2018 年第三季度电信服务有关情况通

告显示，53 款软件违规被下架，6 家手机厂

商被点名批评，12 家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信

息保护上存在问题。

通告显示，三季度工信部组织对 48 家

手机应用商店的应用软件进行技术检测，

发现违规软件 53 款，涉及违规收集使用用

户个人信息、恶意“吸费” 、强行捆绑推广

其他应用软件等问题，已责令下架。

据了解， 三季度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

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共接到不良手机应用

有效举报 144793 件次，同比下降 26.35%，

环比上升 12.66

%

。

通过行业自律，联合应

用商店、 安全检测厂商对其中存在问题的

358款不良手机应用进行了下架处理。

同时，工信部组织对 62 家互联网企业

65 项互联网服务进行抽查， 发现 12 家互

联网企业存在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

用规则、未告知查询更正信息的渠道、未提

供账号注销服务的问题， 已督促整改。 其

中，车之家、猎豹移动等公司未告知用户具

体查询更正渠道；易车、唯品会、嘀嗒出行、

wifi

钥匙等公司未给消费者提供注销服

务。

工信部同期还组织开展了 2018 年第

一次智能手机证后监督检查，共抽查了 15

款智能手机。 抽查发现，6款智能手机在进

网前后一致性、 预置应用可卸载等方面存

在较多问题。 这 6 款手机的制造商都是三

线小厂商，包括米莱世纪、中天智云、美兰

恒讯、创星世纪、捷凯信、午诺。工信部根据

《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已

责令有关企业进行整改。

53款“有毒” APP

因违规被下架

年年征战“双十一”的 90后

子墨今年却偃旗息鼓。 去年，子

墨专门拉了个表格，各种对比计

算，但还是被复杂的优惠规则搞

得一头雾水，今年她发誓再也不

看一眼。

实际上，“双十一”优惠规则

过于冗杂早已成为众矢之的。 在

调查中，当问及“双十一”期间发

生什么事最令你无法忍受时，

22.

8%

的消费者选择了 “优惠规

则太繁杂根本搞不明白” ， 比例

仅次于选择“双十一价格反而比

平时还高” 。此外，优惠力度大的

根本抢不到，以及假货商品存质

量问题这两种情况也饱受诟病，

占比均超过一成。

此外，为抢拍商品而守候至

零时的人群今年缩水不少。 调查

显示，超 5 成消费者称今年不会

等到零时抢清购物车， 还有

34

.1%

的
人表示视情况而定。今年

10 月 20 日，“双十一” 预售商品

开放预订，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优惠商品抢不到的难题，也疏

解了零点抢付高峰的网络拥堵

问题。

虽然“双十一” 依旧如火如

荼的展开， 但仍有 46.

1%

的消费

者认为如今的“双十一” 已经变

味，噱头大于实际。 还有 6.7

%

的

人对“双十一” 表现出强烈抵制

态度，另有 16.

1%

的人坦言，参加

“双十一”本意是想省钱，但现在

反而因为囤货造成了浪费。 仅有

8%

的消费者认为“双十一” 的优

惠力度够大。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

人（51.7%）认为，就像中秋节要

吃月饼一样，“双十一”购物节就

一定要买东西。 如今商场里也四

处可见有关“双十一” 的活动字

样， 到处充斥着买买买的气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双十

一” 前夕召集百度、阿里巴巴、京

东、美团、拼多多等 13 家网络经

营企业开会，提出网络经营企业

要在平台治理、信息披露、公平竞

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逐条

对照法律，规范自身经营行为。

北京市工商局 11 月 5 日也

发布“双十一”消费提示，警惕先

涨价再降价的消费陷阱。 在购买

商品前，仔细阅读平台网站和商

家的促销规则。 对于预售产品，

要注意“定金” 与“订金” 的区

别，“定金” 通常情况不予退还，

尽量确定需求后再支付。 并建议

理性消费，提前拟定购物单，盲目

冲动不可取。 据中新社电

又到一年“剁手” 季，今年

的你还做“断臂维纳斯”吗？

有调查显示，18.8%的消费

者已经打定主意今年双十一不

花一分钱， 而在消费金额超出

两万元的群体中， 女性竟还不

到男性一半。

年纪越小穿衣打扮花钱越多

近日，腾讯理财发布一份有

关“双十一” 消费情况的调查，

数据显示，19.4

%

的 95 后在美妆

护肤品类中花钱最多，几乎是 60

后的 4 倍。 同时，年轻人更愿意

为品牌附加价值买单，95 后也是

所有年龄段中在买衣服方面花

钱最多的群体， 占比

36.32%

，

比

60后高出一成多。

在购物类别上，绝大多数人

会提前计划“双十一” 购物相关

事宜， 在人们的预算清单中，服

装鞋帽几乎是必选项，占比超过

一半，达 51.3

%

，

其次是数码家

电，占比超两成。

当问及在“双十一” 期间，

预计哪一品类将花费最多时，

30.

9%

的
消费者选择了服装鞋

帽，数码家电则紧随其后，占比

14.

4%

。

有趣的是，如果以性别进行

区分，将钱花在服装鞋帽的男女

比例不相上下。但 20.1

9%

的
男性

在数码家电中花费最多，这一数

据是女性的 2 倍还多；19.

8%

的
女性在美妆护肤一类中花费最

多，是男性同比数据的 10倍。

调查还显示， 有 18

.8%

的消

费者称今年“双十一”不会购物，

男性表示“双十一” 坚决不花钱

的比例比女性高约

12%

。

然而，在

高消费领域里，男性并没有显得

比女性理智，“双十一”预计消费

超出两万元的，女性还不到男性

的一半。 男性更多承担选购大件

的责任，数码家电这类产品虽然

常用件数不多，但单价很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双十一”

期间不花钱的人群中，每月收入

低于 2000元的人群占比超三成。

其次是收入在 3 万元以上的人

群，占比 28.41

%

。

据新华社电 “双十一” 日期临

近，网购热潮将至。云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云南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消

费警示， 提醒消费者选择信誉良好

的购物网站，理性看待“限时抢购”

等促销活动， 不宜网购急用商品和

保质期较短的食品。

消协提醒， 消费者应选择具有

ICP

认证标志和“红盾” 标识的购

物网站。 不轻易接收和打开陌生人

通过聊天工具、 电子邮箱等途径传

送的文件或网站链接， 保护好自己

的网银信息，谨防“钓鱼网站” 。

同时，要理性看待所谓的“限

时抢购”“爆款秒杀”“巨惠特卖”

等促销活动，不轻信“特价”“清仓

价”“全网最低价” 等促销信息，注

意货比三家， 警惕“先涨后降” 套

路。 针对 “优惠券”“满减红包”

“店铺券” 等，应提前向客服咨询相

关使用条件。

网购时， 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的

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 谨防不

法分子盗取个人账户等信息。 谨慎

对待通过朋友圈、微博、微店或视频

营销等新型媒介开展商品销售的活

动，如确实需要购买，建议选择“货

到付款” 。

消协特别提醒，“双十一” 网购

急用商品和生鲜等保质期较短的食

品应慎重， 以免快递延误或送货途

中商品变质。 消费者应提前了解退

换货流程、是否适用“七日无理由

退货” 等情况，收到商品及时验货，

发现问题及时联系商家处理。

此外， 消费者应注意收集和保

存促销活动细则、商品订单页面、聊

天记录等相关网购证据， 以便日后

维权和享受保修等售后服务。 发生

消费纠纷时，可与商家协商解决，或

通过网络交易平台、 拨打 12315 进

行投诉。

“优惠规则”冗杂被诟病

消协提醒：

理性看待

“限时抢购”

网上购药，怎么做到“码上安全” ？

在“双十一” 即将到

来之际，阿里健康联合饿

了么、蜂鸟宣布，与国大

药房、 同仁堂药店、111

医药馆、海王星辰等众多

连锁药房， 将 7×24 小

时、白天 30 分钟、夜间 1

小时达的急送药服务延

伸到北京、广州、深圳三

座一线城市。

网上药店在发达国

家已经较为成熟，在我国

兴起的时间还不长，未来

网上买药会跟点外卖一

样方便吗？网上药店给公

众带来便利的同时还有

什么风险需要规避？

APP

下单购药由于方便、快

捷， 药品网购的份额正飞速增长。

《2018 年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

书》显示，2018 年上半年所有获得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许可证的网

上药店，药品销售额达 50 亿元，同

比增长 42.5

%

。

而 《中国药品零售市场消费

趋势报告》 显示，2013 年到 2017

年， 网上药店市场规模从 12 亿元

增至 61 亿元。 年轻白领成为网购

药品主力军，他们选择网购渠道的

原因前三位分别是：在线下单送货

上门， 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购药过

程；价格实惠、透明；药品种类应有

尽有，有更多的选择。此外，网上药

店对产品的评价互动充分可视，让

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购买；另

外还能减少消费者购买敏感药品

而产生的尴尬。

到 2050 年左右， 我国老龄化

人口可能要达到人口比例的 30

%

。

“老龄化社会对于健康和医疗需

求会日趋加大。 ”阿里健康执行董

事、 阿里健康

CEO

沈涤凡对记者

表示，从大数据统计得出的结果显

示，40 岁的人，生病概率、对医药

健康需求比例可能是 25 岁人的 2

倍；65 岁的人对于医疗健康的需

求，可能是 40岁人的 8倍。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实体药店

消费者 46 岁以上人群， 占比将近

40

%

。

沈涤凡表示，随着人们对健

康生活追求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

结构的变化，在未来几年中，网上

购药等需求还会持续增长。

网上药店销售额飞速增长

不同于网购衣服和家电等，试

穿和试用不满意就可退货。“吃错

了药，这是要命的。 ” 天猫总裁靖

捷说，在健康领域，不仅是让消费

者“买得到” ，还要“买得对”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北

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教授王

岳曾撰文指出，目前，相当多的网

上药品经营企业还处于“多散小”

的状态， 监管层面也面临新挑战，

互联网具有很强隐蔽性、辐射性和

虚拟性，造成现实中存在非法网站

无证经营药品、 虚假药品信息泛

滥、 假药充斥市场打击难等问题，

如每年在互联网上非法销售的药

品达几十亿个剂量，对公众健康构

成潜在危害。

2018 年 10 月底，《药品管理

法修正草案》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草案“明确药品质量安全

追溯要求” ，要求“建立、实施严格

的追溯制度， 保证全过程数据真

实、准确、完整和可追溯” 。

据《科技日报》

药品追溯监管制度呼之欲出

本报讯 在第十个双 11 到来之际，贵

州工行以“遇鉴好物 11.11‘鲸’ 品节” 为

主题， 在贵阳市省新支行营业厅正式推出

了智能化、便利化的线下“融

e

购无人售货

BOX

机” ，并且启动了融

e

购的“双十一”

活动。

“融

e

购” 作为工商银行旗下的电商

平台，自 2014 年开业以来，秉承“名商、名

品、名店” 的定位，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

供更加丰富、更有保障的商品。 经过四年的

发展，目前，融

e

购用户规模已突破 1亿户，

B2C

累计交易额 219 亿元， 在全国电商中

名列前茅。

工行在营业网点推出融 e 购无人售

货

BOX

机，不但回馈了新老客户，同时还

打通了商户通过融

e

购平台和营业网点实

现线上线下一体的销售渠道， 大大促进货

品的销售及品牌影响力。 贵州工行此次推

出的首批“无人售货

BOX

机” 率先在贵阳

市内的多家工行网点投入使用。 此后，全省

范围内有条件的工行网点也都会陆续推

出。 客户只要点击融

e

购
APP

扫描相关二

维码，领取工行为客户准备的优惠券，即可

在“无人售货

BOX

机” 使用优惠券购买到

放置其中的各类商品。 此外，该设备还支持

使用工行积分、 办理分期付款等多种支付

形式，让客户全方位体验购物优惠。

融

e

购电商平台也在“双 11” 前后期

间聚焦绿色健康、3C 家电、酒水茗茶等各类

丰富多样的商品，华为、苹果、茅台等上万

知名品牌开展线上实惠利民的促销活动。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网点推出

“无人售货 BOX机”

“双十一”期间将开展促销活动

核心提示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