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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淘“坑多水深”维权难
遇到货不对板等问题往往只能“认栽”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在海
外购物网站上扫货，成为时下流行的
“海淘族”。然而，当许多人通过“海淘”
实现足不出户、买遍天下的愿望时，也
有一些人在“海淘”中遇到各种纠纷和
闹心。由于“海淘”属于跨境交易，加上
流通环节复杂，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
往往面临责任不清、程序复杂、成本过
高、语言不通等障碍。

记者日前采访了解到，当消费者
遇到货不对板等问题时，由于监管处
于空白、维权成本又较高，多数消费者
只能选择作罢。

“海淘”市场近年越
来越火爆
有报道称，2014年末，中国内地

“海淘族”突破 2000万人，年消费额
突破1万亿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海淘”市场。一项关于“海
淘”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在 313名参
与者中，其中142人有过“海淘”经
历，约占总人数的45%。海外商品价
格便宜、质量过关、款式新颖等优点是
最让“海淘族”动心的地方。
“对生活品质更为注重的中产阶

级，或者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年轻白
领是“海淘族”的主要人员构成，主要
以“80后”和“90后”为主。
“80后”“瑞瑞”，在常州从事兼职

海淘已经三年多了，积累了一定的固
定客户群。她所要做的就是到处搜集
国外网站的打折信息，帮人代购。“这
也是海淘的一种，只不过我们有一群
‘买手’，将买家信息集中起来而已。多
数‘买手’都是中国的留学生，然后集
中发往国内，可以降低成本和售价。当
然，也可以自己注册海淘，不过这样比
较麻烦。以美国为例，很多网店的折
扣，只对有美国信用卡和美国私人地
址的用户开放，在国内很难直接买到。
还有很多，需要到实体店比如工厂店
采购，不能在线购买。”

据“瑞瑞”初步统计：2012年，做
了 25万多流水；2013年，90多万流
水；2014年，900多万流水。短短三年
的时间，营业额增长了36倍多。“我
这还是兼职的，何况还有很多全职海
淘族。”

相比网购和代购，
“海淘”更划算
可以买到国内没有的商品、产品

质量更有保证，相比国内专柜较便宜
……这些都是促成海淘族海外淘货的
主要因素，与网购和海外代购相比，海
淘无疑提供了一种更自主性、更具有
吸引力的消费方式。
“国内的网购则怕买到假货，但是

代购国外正品的话，中间代购商又要
赚一笔，这又不划算，相比较而言海淘
是最好的折中方案。”市民陈小姐说，
她现在平均每隔两个月海淘一次，主
要是美国亚马逊和韩国乐天在线商
城。“从美国回国内起码要20多天，
但是在韩国购买的话，一般一个星期
左右，周期可以接受。”

毕竟，像陈小姐一样英语底子好，

海淘玩得溜的并不多。目前，国内也有很
多的海淘代购网站或优惠信息网站，通
过这些网站，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海淘过
程及相关攻略，同时还可以提供代购，购
物过程跟国内网购并无两样。

“海淘”遇到纠纷维权难

不过，很多海淘族反映，海淘来的商
品在退货、换货方面存在着很高的难度，
而且退换货远比国内网购复杂繁琐。据
调查显示，海淘主要问题包括买到假货、
商品与商家描述不符、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转运过程中遗失等。

市民吴女士就吃过一回亏，她曾通
过美国亚马逊购买了一款兰蔻护肤品，
根据以往的经验，半个月至20天应该
就能收到东西了，可是这次足足等了一
个月也不见踪影，包裹运送状态一直显
示“运出”。她与快递公司联系，对方说查
不到这个订单。“现在也只能等了，等不
到的话也就随它去了。”

而据“瑞瑞”介绍，她有一回曾遇到
漏发东西的情况，但是网站并不承认，想
要追溯快递又比较麻烦，最终损失的货
品由自己承担。

据了解，海外网络购物要经过境外
电商、境外物流、境内快递公司三大环
节，配送周期长且相对国内配送风险大，

任何一环有纰漏或衔接不上，商品就有
可能出问题。消费者有时想要知道问题
出在哪里、追究责任却无从下手。此外，
网络支付不安全，信用卡账户可能被盗
刷等，也是海淘潜在的风险。

“消法”不适用于海淘

对海淘中存在的维权难问题，法律
界人士认为，虽然海淘属于买卖双方私
事，但跨境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海淘涉
及到不同的法律体系，消费者仅凭个人
之力难以有效维权，需要政府和监管部
门予以法律支持和保护。
“总的来说，消费者海淘的过程是一

种限制消费者权益，加重消费者义务的
过程。”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贺东指
出，我国现行消费者保护法很难保障“海
淘”消费者的权益，而海外购物的多数商
品产地也都是本国，海外电商的购物保
障仅面向本土消费者，不能惠及中国海
淘族。

贺东说，即使是跨境电商也不能全
代表是一手货源，一些以第三方商家入
驻形式的平台电商模式松散，一旦出现
问题，零售商本质上并不能为此负责，最
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消费者。目前海淘这
一块还存在法律监管的空白，整个经营
过程也逃离了相关部门的监管，毕竟国

家不同，法律体系不同，如果电商平台不
能承担全部责任，追偿难度和成本可能
要大得多。

“海淘”下单需谨慎

记者从市消协了解到，海淘维权
投诉是消费维权方面出现的新情况。
消费维权遵循“谁销售，谁负责”的原
则，但今年新公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
法》并不适用于海淘商品。海淘商品维
权时由于语言障碍、存在时差等问题，
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另外一个问
题，则是售后服务。很多海淘的商品，
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在国内可能无法
享受售后服务。

市消协提醒市民，海淘要仔细选择
网站和商家，尽量选择国外的大型购物
网站，若去小型购物网站，可在相关购
物论坛上先行查看该网站信誉和服务
水平的评价，消费者在海淘时，尽量索
要并保留相关发票、运单等证据，以备
不时之需。

业内人士指出，在海淘热潮的背后，
固然存在一些消费者对国外品牌的盲目
信任和崇拜，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消费
者对国内产品质量的不信任，以及对国
外品牌国内售价居高不下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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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字贺岁银币”成“领头羊”
3元面值一度炒高至500元，市场已现假币

全新品种，多重概念
“福字贺岁银币”为国家法定货

币，由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记者从
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常州金店了解
到，福字3元贺岁银币之所以受到藏
家追捧，缘于其题材、发行量、价格等
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概念。

其一，这是我国第一枚贺岁纪念
银币。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特别发
行过银质贺岁纪念币，作为我国的第
一枚贺岁纪念银币，是一个全新的品
种，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其二，规格、发行量都有突破。该枚
纪念币仅重1/4盎司，堪称近年来发行
的最小克重的普制银币。如2012年人
民银行发行了1款纪念中国熊猫金币发
行30周年1/4盎司银币，也较受欢迎。
加之60万的发行量，更是尚属首次。

其三，罕见的3元的面值。其3

元的面值在各类金银币、纪念币中尚
属首次，也值得关注。此前发行的生肖
金银币、纪念币、贺岁币的面值多为1
元、5元、10元、50元、100元等。

假货现身，小心购买
记者了解到，“福字贺岁银币”刚

面市时，价格大概是200元左右，随
后市场价格一路上涨，至 500元以
上。淘宝网、天下藏品等网上卖家报
价，普遍在 550元左右，最高的甚至
近 600元，较 3元面额已高出了近
200倍。

但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市面上和
网上均已出现了假冒品种，尤其是网
上，安徽省公安厅曾发布预警，提醒网
友当心网店销售假纪念币现象。专业
人士表示，假冒银币的证书具有颜色
偏深、浮雕图案较为模糊等特点，由于
肉眼难以辨认真假，警方建议藏友通
过正规途径购买，如中国金币总公司
常州特许经销商处。
如需获取更多钱币集藏的相关信

息，集藏爱好者可以直接拨打位于南
大街106号二楼常州金店·永通钱币
热线86809078进行咨询了解。

“龙城美玉”赴新疆和田考察

我市“龙城美玉”2015年度赴新疆
和田产玉区考察活动已于近日启程。
“龙城美玉”每年都赴新疆和田考

察新疆和田籽玉原产地的资源状况和
市场行情，至今已连续十几年。每年都
要亲历和田大巴扎以及总闸口、加姆
大、米力克瓦特等玉河下游两岸的乡
间巴扎了解新疆和田籽玉的最新行
情，并深入玉河下游全程30多公里
河段以及上游蜿蜒 100多公里的山
区河段寻访挖玉现场，实地了解新疆
和田籽玉的资源现状，获取真实可靠
的第一手资料，以此对新疆和田籽玉
的投资收藏作出准确的预判。

今年的经济形势更趋严峻，投资
收藏市场萧条，但投资收藏新疆和田
籽玉的人却有增无减，市场价格也我
行我素地上涨。其因一方面国际金价
进一步走低，房地产也受到经济和政
策的影响徘徊不前，原先很热门的这
二大投资渠道现在已经不热；另一方
面资源枯竭和反恐形势也大大增加了
挖玉和采购的风险成本，玉商都越来
越珍惜已在手中的籽玉存货，价格上
涨很自然。今年新疆和田原产地的行
情如何，有待于此次考察去揭晓。

考察期间，“龙城美玉”还将深入
玉河两岸村落寻找和收购挖玉人家藏
的第一手籽玉原料。收购的原料成本

低，“龙城美玉”就能够结合自行设计
加工无中间环节的优势，拿出既正宗、
价格又具竞争力的好货，敢于让顾客
“货比三家”。4月18日起“龙城美玉”
将举办2015春季第22届美玉展销，
本次考察采购也将为其补充更多新疆
和田籽玉。
“龙城美玉”是我市专营新疆和田

籽玉的知名品牌，具有国家最新注册的
宝玉石鉴定师资格，注重实战技能的修
炼，经常在我市主流报刊和龙城美玉论
坛上发表原创文章，龙城美玉公众微信
则有更多内参讯息，十年如一日已赢得
市民广泛口碑。此次赴疆考察，也备受
市民关注和期待。 龙城闲人

龙城美玉店址：常州大酒店大堂
B区 电话：88126158 更多资讯请
加“龙城美玉”微信

常州首募“邮轮体验师”
本报讯 常州首批“邮轮体验师”今

起招募。景尚旅业旗下春秋国旅日前全
市公开招募8名“邮轮体验师”，分别登
上今年推出的8艘邮轮免费体验。

1号体验师：4月20日歌诗达邮
轮·维多利亚号，上海-济州-福冈4晚
5日，主题“春季带你去看海”，招40至
60岁摄影爱好者1名，招募期3月20日
至4月10日；

2号体验师：5月21日歌诗达邮轮·赛
琳娜号，上海-济州-仁川4晚5日，主题
“为爱启航”，招40至60岁摄影爱好者1
名，招募期4月20日至5月10日；

3号体验师：6月 26日歌诗达邮

轮·赛琳娜号，上海-釜山-济州4晚
5日，主题“畅享邮轮，让心飞扬”，招应
届中高考毕业生1名，招募期5月25
日至6月15日；

4号、5号体验师：7月25日歌诗达邮
轮·维多利亚号，上海-釜山-济州4晚5
日，7月30日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
上海-冲绳4晚5日，主题“全家乐翻天”，
招中小学生各1名，招募期6月25日至7
月15日、7月1日至7月20日；

6号、7号体验师：9月10日歌诗达
邮轮·维多利亚号，上海-济州-福冈
4晚5日，10月19日歌诗达邮轮·赛琳
娜号，上海-济州-仁川4晚5日，主

题“慢享邮轮，心灵养生之旅”，招50至
70岁关注养生的老人各1名，招募期8
月10日至8月31日、9月20日至 10
月9日；

8号体验师：11月 16日皇家加勒
比·海洋量子号，上海-福冈4晚5日，
主题“奢享邮轮，悦享人生”，招企业高管
1名，招募期10月15日至11月5日。

“邮轮体验师”应征者须持有效护
照，通过常州春秋国旅官方微信、微博、
各门店或景尚旅游网uu1.com报名，入
选者本次邮轮旅游团费全免，但需在行
程结束20天内，按主办方要求提供图
文并茂的邮轮评测报告1份。!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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