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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无理由退货遇上恶意买家

社交工具还是伤人利器？

近日，一则“用户买 18 件衣服旅
游后要求退货”成为热议话题。七
天无理由退货规则下，买家诉求
“合法合规”，卖家吃亏“有苦难
言”。原本为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法律法规，缘何被人利
用？个别消费者的“任性行
为”该如何“堵漏”？构建
诚信网购环境，买卖双方
该如何作为？相关专家
表示，既要扎紧篱笆保
护好消费者的合法
权 益 ，也 要 采 取 措
施保护经营者正
当权益不受侵
害。

——大学生沉迷网络游戏调查
新华社长沙 5 月 16 日电 玩网络游戏上瘾；上网时全神
贯注，下网后六神无主；通宵打网游引发“电子血栓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对 3000 多名大学生进
行了网络成瘾性调查，发现其中超过五分之一的大学生存在
手机成瘾风险，学生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严峻。一些网络游戏
充斥着暴力和色情内容，而很多商业性质的网瘾治疗机构鱼
龙混杂，良莠不齐，如何帮助青少年健康上网已成为世界性
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社交平台，一些自称为
货群”，利用无理由退货规则实
有空子就钻
“试穿族
试穿族”
”互帮退货
“羊毛党
羊毛党”
”
电商平台的商家反映“试穿族”
现“以旧换新”。比如，买家 A
“试用族”其实并不少见。网购平台中 证没有漏发，消费者也没拿出证据，但 买了一件衣服穿了两个月后，让买家 B
甚至形成了有预谋、有组织的“恶意买 最后还是给了差评。”翁先生感叹，遇 帮忙买一件新的，再申请七天无理由
家”。这些买家套路之多，常常令人应 到这种情况不少商家为了息事宁人， 退货，将旧衣服退货退款。商家受法
接不暇。
只得主动补货。
律法规和平台规则限制，常常是哑巴
经营宠物用品网店的翁先生介绍，
此外，同行冒充买家恶意购买、给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上个月，
一位在店铺购买猫粮的用户以 差评等行为也让不少商家“挠头”。一
淘宝一工作人员表示，
“用户买 18
差评威胁，
要求店铺为其已拆包使用过 位美妆行业的商家王先生说，他店铺 件衣服旅游后要求退货”
这一个案不会
半的猫粮全部退款，理由是猫咪不爱 最近收到一条明显的恶意差评。
“对方 影响平台和广大商家对消费者的信任
吃，
在客服拒绝后给商品打了中评。
先是质疑我们的商品真伪，又用非常 和服务，
也不会影响淘宝现行的七天无
翁先生还反映，有时店铺还会遭 专业的图片来反映护肤品的致敏反 理由退货政策。阿里巴巴首席客户官
遇“被漏发”的情况。
“ 去年，一位消费 应。差评写了 400 多字，看上去没少费 吴敏芝表示，不仅消费者是平台的用
者购买了多件商品，在收货后提出我 工夫。后来经了解这个买家就是同行 户，
商家也是平台的用户。让商家正常
们少发了一件。我们仓库配有视频， 竞争者。
”
的经营不被干扰，
让正当的权益不被侵
在多次确认视频内容及称重，我们举
更有甚者，一些买家结成“互帮退 害，
也是阿里巴巴一直在关注的。
网络购物平台中常见的
“七天无理由退货”，即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采用网
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
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邱宝昌表示，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
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知
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这个规则
隐含的前提是消费者是诚信的，但个
别消费者利用规则实现个人私利，是
损害公平和诚信原则的。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可能存在。
“为什么要把退货时限限
甘海滨表示，淘宝的七天无理由退货 定 为 7 天 ？ 因 为 过 去 发 个 快 递 可 能
规则下，因为试穿后不喜欢、不合适、 要五六天才能到，而现在物流越来越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买家要求退货，形 发达，一个快递一两天就到了，买家
式是符合退货规则的，在法律上的确 还能用上个四五天再退货，这让一些
不需要承担责任。但个别消费者利用 买家钻了空子。”电商分析师鲁振旺
规则漏洞，滥用这个规则。
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同
有专家表示，所谓“试穿族”
“试
时规定了“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 用族”
“ 羊毛党”的行为看似“聪明”，
好”，但现实的问题在于这个“完好”如 实际上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
何界定，比如穿了的衣服没有剪吊牌， 这类行为最终损害的是整体消费者
衣服有没有使用过就不容易界定。所 的权益，增加的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成
以，利用规则空子实现退货的行为就 本。

“七天无理由退货政策从
保护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没有
问题的，不能因为个别消费者的不诚
信行为而质疑政策的合理性。”鲁振旺
表示，未来要解决的是如何更好运用
规则，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也保护经
营者的合法权益，让买卖双方都能自
觉和充分遵守规则，从而营造和谐的
网购环境。
记者采访的多位电商专家表示，
买与卖本来就是市场行为的两个侧

计划，将聚合平台内各项权益
保障，通过规则、产品、工具及
面，一边诚不欺客，一边不滥用规则， 服务等保障商家的正当权益。对于诚
买卖双方诚实守信才能形成良好的消 信等级较高的用户，淘宝还将继续优
费环境。与此同时，平台方也需要更 化“闪电退货”
等服务保障。
好地履行义务，运用工具技术优势，做
甘海滨说：
“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
好调查举证，减少滥用退货权利，倡导 进一步发展，应就消费者的行为或诚
买卖双方诚信交易。
信登记做一些规范，这样有利于整个
淘宝方面表示，除了进一步打击 市场的发展。
”
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外，淘
新华社杭州 5 月 16 日电
宝已面向所有淘宝商家推出超级保障

规则缘何被
“滥用
滥用”
”？

诚信市场须买卖双方共建

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尔智受贿案开庭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6 日电 2019
年 5 月 16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吉林
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尔智受贿一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指控：2001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被告人王尔智利用担任吉林省
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吉林省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吉林省政协秘

书长、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
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建设、
土地出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返
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通过他人非
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
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5072 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被告人王尔智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
下充分发表了意见，王尔智还进行
了 最 后 陈 述 ，并 当 庭 表 示 认 罪 、悔
罪。王尔智的亲属，全国和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 50 余人旁
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
期宣判。

网瘾学生的“AB 面”：为游戏里的兄弟“两肋插刀”，却难
给父母一个微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此项网络成瘾
性调查，对多所高校的 3000 多名大学生进行了长期跟踪。调
查结果显示，有 20.6%的大学生存在网络成瘾风险，受访大学
生群体平均每天使用手机 7 至 9 小时，平均每人每天使用手
机 118 次。大学生群体使用手机主要用于玩游戏、看影视剧、
玩直播和购物等。
一些受访学生表示，网络游戏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社
交工具，但正是这个被寄希望于拓展社交、寻找安慰的网络
工具，却成为伤害大学生身心健康与人际关系的利器。
在受访的 3000 多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因为长时
间使用手机和电脑等出现精神或身体健康受损，有五分之一
的大学生因为沉迷网络游戏而错失了重要的人际关系，有近
15%的大学生因为沉迷网络和家人经常起冲突，还有个别大
学生因为沉迷网络产生易怒情绪、和同学打架……
“我们发现，沉迷于网络的不仅有本科生，还有不少硕士
生、博士生，有硕士生在找工作受挫后沉迷网络游戏不能自
拔，
最后干脆不找工作了。
”一位调查人员透露。
调查组成员之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副教授王绪轶接待过不少因沉迷网络游戏而荒废学业的学生，
他说：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学生曾考取过一所知名高校，
因
沉迷网游多次缺考被退学，
后来他又考上了湖南一所高校，
还
是因为沉迷游戏多次缺考，
被老师强制带到医院治疗。
”
让人担忧的是，一些学生形成了“网游性格”，把网络游
戏里的玩伴看得比父母都亲。他们常常有两张面孔，A 面是
在游戏中热情洋溢，
“讲义气，为游戏里的兄弟两肋插刀”，
“B
面”则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对学业和社交漠不关心，甚至对
父母冷漠相对，
连一个微笑都很难见到。
“电子血栓病”
侵袭网瘾少年，
商业治疗机构良莠不齐
湖南省脑科医院大精神科主任周旭辉说，近年来，临床
上接诊的网络成瘾学生患者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对于孩子
沉迷网络不仅深恶痛绝，更感到无奈。
调查发现，有学生通宵熬夜看手机出现心血管方面的疾
病，还有博士生在过马路、骑车时沉迷于手机而被机动车撞
伤。近年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收治了一些患上静脉栓塞
的学生，
多是经常通宵打游戏的网游爱好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医学教研室副主任柴湘平说，
沉迷于电子游戏导致的血栓被称为“电子血栓病”，有学生组
团通宵达旦地玩网络游戏，还有人连续玩网游几个通宵后，
出现下肢静脉栓塞，后来发展成肺栓塞，
送到医院抢救。
沉迷网络，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更大。王绪轶说，大
学生网络成瘾与负面情绪相关，成瘾程度越高，孤独、抑郁、
焦虑、压力等负面情绪越高；网络成瘾与自尊水平呈显著负
相关，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越低，人际交往能力越弱，越容易网
络成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网瘾治疗机构良莠不齐，不少机构
缺乏专业精神卫生医生，有的甚至聘请保安、武术教练对网
瘾青少年进行强制管理，严重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还会让
其产生“报复式反弹”
的逆反心理。
“隔离、吃药、断 WIFI，不听话就要挨电棍……我在一家
网瘾治疗中心治疗了 15 天，花了 8000 多元，出来以后还是不
上网就难受，没起什么作用。”曾在商业网瘾治疗中心“治病”
的一名大学生告诉记者。
反网络成瘾机制亟待建立，引导与爱缺一不可
专家指出，近年来，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政府、学
校乃至社会各界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一些游戏生产企业采取
实名注册，推出防沉迷系统，但仍有一些网游企业剑走偏锋，
对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有学生因为缺乏辨别是非能
力，
盲目模仿，
走上犯罪道路。
王绪轶建议，政府、学校、医疗机构等应形成“反网络成
瘾”的联动机制，相关部门加大对网络游戏产业的监管力度，
对网络游戏的内容和价值观严格把关，防止不正当价值导向
的网络游戏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医疗机构和学校合作，
对重度网瘾学生提供规范的心理治疗，对一些已经出现抑
郁、焦虑症状的患者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
周旭辉指出，学校和家庭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多组
织社团活动，帮助学生提高社交能力，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
对学生使用手机、电脑的情境进行必要限制，引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