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的电商购物节上袁家居
产品的销量屡创新高遥 其中袁儿童
家具凭借其多样的款式尧低廉的价
格尧便捷的送货服务袁受到不少消
费者青睐遥 然而袁电商销售的儿童
家具是否足够安全和健康钥 日前袁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的试验数
据显示袁多家知名电商平台上销售
的婴儿床尧儿童学习书桌椅等商品
不符合国家标准遥

合格率较低
根据北京市消协发布的数据袁

20 套儿童桌椅中袁 有 13 种学习
桌尧8种学习椅不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 袁 样品整体不符合率高达
52.5%曰20个婴儿床样品中袁 有 16
个产品不符合标准袁不符合率高达
80%遥

与一般的家居产品相比袁儿童
家具在结构设计尧稳定性尧环保指
数等方面的要求更为严格遥 2012
年 8 月正式实施的国家性强制标
准叶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曳袁对于
儿童家具的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
作出了详细规定遥而这些标准应当
适用包括线上尧线下的所有市场和
销售渠道遥

但现实中袁网售儿童家具在材
质尧尺寸尧配件等方面袁特别是在产
品质量上袁往往有别于实体店销售
的儿童家具遥虽然网络市场成为儿
童用品销售的重要渠道袁但多次相
关产品的监督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遥

此前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发布的今年第一批玩具等 4 种网
售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情
况的通报结果显示袁抽取的 463批
次产品中袁有 139批次产品没有标
明生产厂厂名和厂址袁检测出质量
不合格商品 116 组袁 总体不合格商品检出率为
28.9%遥

安全隐患多
按照国家标准袁儿童学习桌椅不应有锐利的边

缘尖端袁不应有危险的孔隙及间隙尧抽屉桌台也都
要安全稳定袁以防儿童遇到被夹伤尧扭伤尧磕伤尧砸
伤的危险遥 然而针对不少产品的试验结果显示袁危
害儿童的安全隐患问题袁在网售儿童家具上依然存
在遥

网购儿童家具为何问题多多钥 相比于线下渠
道袁 网售儿童家具往往需要通过价格优势脱颖而
出袁这就造成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尧攫取利润而
牺牲产品质量袁导致劣质产品涌向电商平台遥

此外袁 相较于线下渠道的多重监督和约束袁一
些电商平台缺乏完善的商品质量审查和消费者举
报机制袁这给不法商家在平台投放低质产品提供了
可乘之机袁导致图片与实物不符尧刷单炒信现象严
重尧退货换货渠道不畅等问题频现遥

加大查处力度
在儿童家具等儿童用品的销售过程中袁电商平

台负有相关的监管责任遥
今年正式施行的叶电子商务法曳袁对互联网等信

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作出了
一系列要求遥此外袁2018年底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了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的通知曳袁 提出加大网络市场等经营场所的监督检
查力度袁查处违规销售危险儿童用品尧野三无冶儿童
用品的违法行为遥要求电商平台加强对网售儿童用
品质量安全的审核袁加大对网店的监管力度袁及时
下架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儿童用品袁严肃处理涉案
商家遥

对此袁电商平台承担监管责任袁对儿童家具产
品的质量和评价认真把关袁严控野以次充好冶或刷单
炒信等行为遥同时袁电商平台还应完善举报机制尧畅
通维权渠道袁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遥 只有
彻底切断不合格儿童家具的流通渠道袁才能还给孩
子安全尧健康的家庭生活环境遥

多家电商平台表示袁对于监管部门抽检中涉
及的不合格商品袁会及时进行下架处置袁并根据
平台规则对商家给予相应的处罚遥 但由于缺乏
直接的对接联动机制袁 平台管控还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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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3.8 元买 100 只垃圾袋袁
竟然还能包邮遥 冶近日袁北京消
费者张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两
家店铺均买到了低价包邮商
品遥她不禁好奇院散客寄个快递
要 10 元左右袁 如此低价的商
品袁商家是如何做到包邮的钥据
调查袁 低价包邮商品在各大电
商平台都很常见袁 特别是野9.9
元包邮冶 已经成为一个消费者
习以为常的词语遥 而类似疑问
和担心袁 也在消费者中普遍存
在遥 渊7月 8日叶工人日报曳冤

这也难怪消费者费解遥 普
通消费者寄个快递袁 一般收费
都要 10 元袁 现在大量出现了
野9.9元包邮冶袁 给人的感觉袁只
是出了一个快递费袁而野3.8 元
包邮冶袁 更是连快递费都不够遥
虽然商家存在规模优势袁 快递
费用相对低一些袁 但这个价格
还是挑战了想象力遥

有人认为袁过度低价袁一定
有鬼遥 这种看法有些绝对要要要
虽然有些蛇看起来像草绳袁但
也不是所有像草绳的都是蛇遥
野买的没有卖的精冶袁 永远不要
怀疑商家的智商遥 事实上袁野9.9
元包邮冶背后依然有利可图袁只
不过图的是什么利袁 怎么图利
的问题遥这其中主要有两种院一
种就是野赚流量冶遥网店运营袁流

量为王袁 没有流量一切都是浮
云遥作为一种引流手段袁低价包
邮具有成本优势遥 正如有业内
人士所讲的袁 相比刷单等违规
行为袁不如贴点钱搞促销遥这也
是线下商业屡试不爽的手段遥

还有一种是野赚销量冶遥 一
种商品一旦上了规模之后袁其
赢利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 遥
据业内人士解释袁 有低价的
进货渠道袁 能够控制进货成
本袁 跟快递公司进行长期合
作袁把快递成本控制在最低遥
如果这一切都做得够好 袁就
能把成本控制下来袁 即便低
价袁也有利润遥 如果商品销量
足够多袁甚至成为爆款的话袁
利润就很可观遥 所以袁不要一
看到低价就怀疑一切袁 就认
为一定有鬼遥

由于受到 野低价游冶 的影
响袁 一段时间以来袁 市场似乎
野谈低色变冶袁而那些有野低价情
结冶 的消费者也被置于鄙视链
的低端遥其实袁追求野物美价廉冶
可谓是人之常情袁 谁说价廉就
一定有问题钥 旅游市场 野低价
游冶的核心问题在于袁低价格背
后的低品质袁 这是市场供给端
出现了问题遥 也正是因为看到
了问题袁并要防止出现问题袁所
以才要警惕野低价游冶遥

同样袁野9.9元包邮冶不一定
有问题袁 不能简单给低价包邮
贴上问题标签遥 对于一个市场
来说袁 最需要做到的就是讲诚
守信袁也就是不管卖什么价格袁
不管打什么广告袁 都要保证产
品的基本品质袁 都要做到名符
其实遥 现在市场上一些低价包
邮产品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袁有
的甚至存在严重的安全危险袁
对此更应该让监管长出牙齿袁
按照规定严格处罚袁 保证市场
秩序袁保证消费者权益遥

这正是需要提醒的要要要
野9.9元包邮冶 不能步入 野低价
游冶套路遥 对于消费者来说袁追
求价廉物美是可以的袁 而且互
联网确实给商业带来了更多变
化袁让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袁但
也要知道袁很多时候野便宜没好
货冶袁不要轻信什么野天上掉馅
饼冶的事情遥 对于监管者袁特别
是对平台来说袁 更应该建立完
善的机制袁防止野低价游冶向其
他领域蔓延遥

一是保证品质袁 二是名符
其实袁只要做到了这两点袁野9.9
元包邮冶就没有任何问题遥而真
要做到了这两点袁 现在市场上
大量出现的低价包邮可能就会
消失了袁 这也正说明了监管的
重要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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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元包邮”
不能步入“低价游”套路

阴毛建国

国家邮政局网站 7 月 9 日发
布 2019年 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
报告袁 据测算袁6月全国快递业务
量预计完成 53亿件袁 快递业务收
入预计完成 630亿元袁同比分别增
长 25.3%和 23.9%遥 其中袁野618冶期
间渊6 月 1 日要18 日冤共揽收快件
31.9 亿件袁同比增长 26.6%袁为业
务量高速增长做出积极贡献遥

6月袁快递有效申诉率不到百
万分之 0.4袁 同比改善四分之三以
上曰 快递支撑网络零售额超过
6000亿元袁同比增加 800多亿曰城
乡快递网点密度保持相对稳定袁达
1.8个/万人袁同比提升 2.4%遥

报告显示袁上半年全国预计累
计完成快递业务量 276亿件袁预计
完成快递业务收入 3384.6 亿元袁

同比分别增长 25%和 23.3%遥 这主
要得益于市场依旧高位运行尧电商
促销提升增长动力尧中部地区增长
强劲与农村地区发展迅猛四方面遥
上半年袁快递支撑网络零售额超过
3.7万亿元袁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比重达 19%遥快递收入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为 7.6%袁同比提高 1.1
个千分点遥 陈涛

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