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圈的微商 你敢买吗？
“三无”产品暴力刷屏 退款维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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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者收集了
33.4万名男女的相关数据， 并测
量了参试者身高、 体重、 腰围以
及自我评估身体运动量。 结果发
现， 保持适量身体运动是降低早
亡危险的关键。 研究人员指出，
每天快走20分钟可以增加健康指
数， 使早亡危险降低三成。

番茄富含天然强力抗氧化
剂———番茄红素。 每天只需摄入
16 毫克番茄红素， 就能将晒伤
的危险系数降低40%。 红色西红
柿中的番茄红素多， 可有效防治
因衰老 、 免疫力下降引起的疾
病。 黄色的番茄红素含量少， 但
含更多胡萝卜素， 可防止皮肤干
燥、 粗糙。

在蒸米饭前淘米时， 要减少
淘米次数， 不要用力搓洗， 否则
可能造成B族维生素等水溶性营
养素的流失。 淘米过程中也不需
要用流水过分冲洗， 在盆里用手
搅动着清洗1~2遍， 除去较为明
显的灰尘， 再用手轻轻搓洗一遍
即可。

据统计 ， 胃病发病率高达
80%， 且呈年轻化趋势。 现在三
四十岁的上班族中胃病患者数量
不断增多， 饮食不规律， 爱吃熏
烤、高盐、辛辣食物，又嗜爱烟酒，
这些不良习惯都会破坏胃肠道的
正常功能， 严重损伤胃黏膜， 导
致肠胃疾病，也增加了癌变几率。
因此，这些人应该尤其保护肠胃。

皮肤最爱番茄

想长寿每天快走20分钟

淘米不要用力搓洗

30~50岁肠胃疾病高发

近年来， 随着丰台科技园
区市场主体数量的增长， 消费
投诉也在不断攀升。 丰台工商
分局科技园区工商所通过深入
的数据分析， 充分运用投诉举
报数据分析的结果， 提高消费
维权的针对性、 有效性， 摸清
高发问题的行业和投诉量高发
的企业。

近日， 对近期投诉举报数
据进行了分析， 归集出了被投
诉举报数量较多的企业。 根据
企业数据库中的资料， 科技园
区工商所立即与企业取得了联
系， 并对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了
行政约谈， 对投诉举报数据向
这些企业做了通报 ， 了 解 了
投 诉 纠 纷 的 进 展 和 处 理 结
果， 指导企业规范广告宣传和
完善售后客户投诉服务体系、
并要求企业严格落实 “两项维

权制度”， 提高自身守法经营
的意识。

在随后的监管工作中， 工
商所会将这些企业列为重点监
管企业， 进行重点关注， 规范
其经营行为， 从源头减少消费
纠纷的发生， 实现重点企业的
投拆举报量下降。

（陈海平）

以投诉举报数据为抓手
加强企业风险监控

丰台工商分局

“大夫扎哪个手指头？” “左
手无名指。”

这段对话经常出现在门诊临
检采血的工作当中， 为什么末梢采
血时大夫经常会挑选无名指呢？
今天， 来自广外医院的医生就解
答了这个很多人心中的小疑问。

医生介绍说， 末梢采血创口
虽小， 但伤口仍需要数日后才能
完全愈合， 从而会对我们的日常
生活产生影响。 人们的拇指、 食
指、 中指及小拇指是需要配合的
来完成生活中的一些操作。 无名
指相对于来说较为 “清闲”， 而
在日常生活中， 大多数人都是用
右手来完成各种复杂的动作， 如
写字、 夹菜、 缝纫， 而左手相对

于来说较为空闲。 因此采血的重
任便落在了左手无名指上。

常言道， 十指连心。 手指神
经末梢丰富， 是人体感觉最灵敏
的部位， 但各个手指头的神经支
配不同 ， 相应的疼痛感也不一
样 。 无名指的内侧由尺神经支
配， 外侧由正中神经支配， 若在
无名指指尖中部采血， 则会使尺
神经和正中神经同时受到刺激，
引起的痛感较强， 在无名指的内
侧采血， 只刺激尺神经， 感应范
围较小， 疼痛感也相对较轻。

此外， 若患者为左撇子时，
可选取右手无名指采血。 若患者
为半岁以下婴儿时， 可选取足跟
进行采血。

末末梢梢采采血血时时为为何何受受伤伤的的
总总是是无无名名指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针对消费者反映的微商市场
难点、 焦点问题， 市消协通过体
验式调查 、 调查问卷等多种方
法， 对微商行业发展状况进行了
解， 期待从社会监督的角度， 能
督促微商的健康发展。 同时， 通
过对调查结果的公布， 也提醒消
费者对这一现象引起重视， 学会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现状一：
微商“亦商亦友”
给市场监管带来难度

微商从业者主要依靠的平台
是微信， 在本次的微商消费者问
卷调查中， 根据消费者对微商的
了解和购买行为特征将微信消费
者划分为重度 、 中度和轻度三
类， 其中在重度消费者中， 从事
微商的占比达到了26.19%， 因此
该类消费者中有接近三分之一具
备 “自用 ” 和 “销售 ” 双重动
机。 这也验证了微商与其他商业
从业者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其 “自
用” 和 “销售” 用途的双重性。
但微商 “亦商亦友” 特征以及迅
猛发展， 造成目前相关法律法规
存在一定缺失， 给市场监管带来
了不小难度。

与此同时， 由于宣传效果一
般， 目前企业微商大多不面对终
端消费者进行直接销售， 而普遍
采用代理制进行销售。 由于存在
多级代理， 必须保障有充足利润
留在渠道中， 才能吸引更多代理

商加入， 这种模式使微商产品的
零售价格普遍较高， 最终出现暴
利问题。 而很多消费者都是通过
朋友圈里的 “朋友的朋友” 购买
的产品， 出现质量问题价值又不
高， 最终因为没有证据或不好意
思， 大多数人选择了隐忍， 让维
权 “有口说不出”。

对此， 消协有关人士认为 ，
利用朋友圈的熟人关系， 使得虚
假产品也得到了一定的信任度，
也更愿意上网分享自己的感受。
产品的功能虽然名不符实， 却因
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被忽视，
但这种虚假宣传伤害到的不仅是
友情， 也反过来对微商产生了诚
信问题。

现状二：
“三无”产品比较严重
“暴力刷屏”困扰朋友圈

通过对2017年全年微商问题
的舆情文本数据分析， 在网络上
反映出来的微商问题中， 最突出
的问题是 “产品质量”， 其内容
占比达到54.57%； 微商体验式调
查中 ， 产品层面得分也相对偏
低， 尤其是产品 “三无” 现象比
较严重。 在微商消费者问卷调查
中， 产品评价也是相对偏低， 但
却是影响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最大
因素。 因此， 产品质量问题刻不

容缓， 必须从包装、 安全性等多
方面严加监管。

“我在这里买了一件衣服是
货到付款的、 结果货到之后我发
现这个衣服和他发的图片不一
样， 我就退掉了， 之前我交了50
块钱定金， 店家说如果不喜欢可
以退货， 把定金再返给我， 结果
我要定金的时候却给我拉黑了！”
在微商服务方面， 本次调查显示
主要问题表现在 “售后退换货”
的退款困难、 微商可能拉黑消费
者等情况， 其中养生保健、 化妆
品、 日用服装商品类不同意退换
货的占比超过50%， 表现相对不
佳； “投诉” 方面主要针对产品
质量。 本次调查发现， 所有微商
调查样本均是要求先付款后发
货， 因此一旦出现问题， 消费者
很难保障自身利益。

而在微商宣传方面， 暴力刷
屏和虚假宣传是重点问题。 部分
微商疯狂宣传产品， 每天狂刷朋
友圈 ， “暴力刷屏 ” 问题已经
严重影响到微商形象以及用户体
验。 从微商品类看， 化妆品、 日
用服装暴力刷屏现象最为严重。

市消协建议：
强化行业标准和规范
明确微商相关规定

目前， 微商已经成为消费者

日常消费的一个重要方式 ， 行
业 已经初具规模 ， 但同时也存
在 许 多 新 问 题 亟 待 相 关 立 法
和监管。 为此市消协建议， 不是
谁都可以随便进行微商行为的，
微 商 平 台 一 定 要 把 好 关 ， 要
强 化 微商平台的行业标准和行
业规范。

商务部已经接受中国互联网
协会提出的行业标准 《社交电商
经营规范 》 的项目申请 ， 并于
2017年6月9日审批通过。 在这个
标准中， 有很多内容值得微商平
台借鉴， 例如： 完善微商行业的
交易 、 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机
制， 制定适应微商行业发展的监
管体系； 加快建立微商企业信用
评价和服务认证标准， 鼓励引入
第三方评估机构和认证机构， 强
化对微商经营主体身份认证、 交
易者信用分级管理、 商品质量管
理等； 建立微商行业信息发布机
制， 对不诚信微商进行信息公开
惩戒等等。

市消协呼吁， 微商平台要将
眼光放得更为长远， 针对微商问
题及时解决， 否则这些问题通过
削弱用户体验， 反过来给微商平
台造成更大负面影响。 微商行业
是个生态体系， 一荣共荣、 一损
俱损， 拥有大量资源的微商平台
要进一步积极主动承担更多社会
责任和担当。

卖面膜的 、 卖服装
的 、 卖水果的 、 各种代
购、 各种从未听说过的化
妆品……打开微信朋友
圈， 我们经常会被这许多
形形色色的广告刷屏。 近
日，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
布的 《微商行业发展状况
调查报告》 显示， 暴力刷
屏和虚假宣传成为微商宣
传的重点问题。 而产品质
量则是微商经营中最突出
的问题， 尤其是 “三无 ”
现象比较严重。 其次， 品
质无保障、 消费者维权缺
失和监管困难已成为目前
微商行业的发展痛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博博雅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