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20年3月27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6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向东 版面 / 素珍 校对/ 睿子

新华社北京3月 26日电（记者冯松
龄）手机上挑菜、加购物车、下单……几分
钟的操作，就完成了买菜任务。疫情防控
期间，在线买菜平台纷纷涌现，无接触式

“云买菜”成为一种新的消费现象。
然而，有消费者被某些平台最低消费

门槛、价格高、配送慢等问题困扰。专家表
示，这些问题与消费体验密切相关，是一些
商家和平台亟待补齐的“短板”。

买成品到买食材买成品到买食材 在线需求井喷在线需求井喷

小区实行出行管制时，每天该上哪买
菜成了湖北十堰市民王军涛一家最大的难
题。后来，他和邻居们开始用“云菜通”微
信公众号线上买菜。该服务面向十堰市当
地居民开放，只需注册、登录，便可下单买
菜、配送到家。

“尝试了几次感觉还不错，那段时间基
本都是在这个平台上买的，还省了去菜市
场的时间。”王军涛说。

春节后，因为防疫等因素影响，许多消
费者像王军涛一样纷纷“转战”线上购菜。

“美团”近日发布的《2020春节“宅经济”大
数据》显示，疫情防控期间，在美团外卖平
台上，蔬菜、肉类、海鲜等食材类商品平均
销量环比增幅达200%，葱姜蒜售出了393
万份，酱油、醋、十三香等各式调味料的总
体销量增长了8倍多。

“饿了么”提供的数据显示，自1月23
日至3月8日，全国用户通过饿了么外卖平
台购买了约1200 万个鸡蛋、20万袋面粉、
56万袋酵母……和去年相比，生鲜买菜外
卖订单同比增长了 12 倍；其中，武汉生鲜
买菜外卖订单同比增长了8.1倍。

“盒马鲜生”门店今年1月线上流量是
去年同期的2.8倍；以北京蔬菜销售为例，春
节期间整体销量增至日常的3倍。3月18
日，“盒马鲜生”在武汉的新店“火线开业”。

对于生鲜市场的前景，盒马总裁侯毅
表示十分有信心：“消费者更注重健康、绿
色和环保，对生鲜商品新鲜度等品质的要
求也将更高，这对生鲜电商平台的持续创
新发展是很大的机会点。”

云买菜云买菜““光鲜光鲜””背后背后

“云买菜”以其便捷、省时、送货上门等
特点备受欢迎，而在订单量激增背后，食品
安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也频频浮现。

——最低消费“设门槛”
消费者王晓君告诉记者，她在疫情防控

期间开始使用某在线平台买菜，但是体验却
不是很好。“东西不便宜，不满100元还不能
下单。”因为有最低消费限制，她每次都会买
100多元钱的菜，但买多了又容易坏掉，而
配送时间更让她头疼：“每次下单后都要两
三天才能到货，这不是耽误事吗？”

——订单与配送有差异
“虽然线上买菜方便了一点，但是有时

候送来的菜跟网上图片不一样，都蔫了。”
消费者张秀杰说，一看就是放了好几天的。

记者调查发现，订单配送差异的投诉
也不断见诸网上。消费者李洪州在某电商
平台上下单购买了一些蔬菜和水果，订单
未提醒商品缺货，配送到家后他才发现少
发了货。“致电商家无法接通，申请退款也
被拒绝。”李洪州说。

——维权取证难
北京消费者陈雄飞很早就体验了“云买

菜”，他曾通过多个平台购买过水果和蔬菜，
有时会买到不新鲜的水果或蔬菜。出现争
议时，商家一般会让消费者拍照上传，审核
后退款，但出现少发货或者送货时间延迟等
问题，有时说也说不清楚，维权比较麻烦。

消费者魏军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在网
上订了预售的车厘子，到货后已经发苦，申
请退款上传凭证后，平台却否认了凭证，直

接取消了申请。

““云买菜云买菜””如何提质升级如何提质升级

菜市场曾被戏称为“互联网风口下的
最后一块硬骨头”。“云买菜”能否颠覆传统
菜市场？生鲜电商的春天真的来了吗？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表示，由于特殊时期电商平台
生鲜配送订单量大增，“云买菜”目前存在
配送蔬菜或水果不新鲜、送货不及时等问
题，加上人工、物流成本提高等因素，商品
价格也常受到消费者质疑。

“云买菜”模式考验商家诚信，如果平
台消费体验不好，无异于自断后路。“与实
体店消费不同，消费者不能亲自挑选菜品，
完全由商家发货决定，果蔬的新鲜程度很
难界定，维权也很难举证。”陈音江说，对于
一些平台设置最低消费的做法，更是侵犯
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理事阿拉木斯
认为，近年来，“互联网+”推动了传统菜市场
转型，但力度还远远不够。疫情发生后，“云
买菜”很大程度上倒逼了菜市场进一步转型。

阿拉木斯提醒，蔬菜肉类等鲜活易腐
的商品，不适用于《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
由退货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云买菜”
有陷入退换货纠纷等风险。但他也表示，
如果出现购买商品与宣传不符、变质等问
题，要保存好证据并向商家反映，也可向消
协、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商家应积极
确保产品质量，并作出赔偿性承诺，完善退
换货规则，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陈音江建议，电商平台应做好入网商
家资质的事先审查，并与生产商、销售商共
同建立食品安全可溯源体系。若商家营业
时间、配送时间、库存情况发生变动，平台
及商家须及时将相关内容在平台公示，以
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规避相关风险。

新华社重庆3月26日电（记者周闻韬）重庆
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近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公
开宣判一起销售伪劣口罩案，对原为医药行业从
业人员的被告人江萍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4万元，同时禁止其自刑
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5年内从事医药行
业相关职业。

法院经审理查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牟
取非法利益，被告人江萍从上家杨坤（另案处理）
处订购大批量无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证明的口罩并对外销售，销售金额
24.05 万元，非法获利 5.75 万元。经专业机构检
测，该批口罩过滤效率等指标不符合国家、行业
相关标准，属伪劣产品。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江萍为牟取个人非法
利益，无视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违背为人民健
康负责、诚信可靠的从业准则，销售明知质量不
合格的防护产品，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
罪，为预防再犯罪，应对其依法处以“从业禁止”。

新华社上海3月26日电（记者兰天鸣）记者
26日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获悉，两男子在
防疫期间阻挠物业对小区封门，并对劝阻的民警
大打出手。两人于26日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上
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和
6个月。

据悉，2月初，普陀区某街道一小区因疫情防
控需要，准备将小区边门暂时封闭。曹某奎、曹
某星兄弟因住在边门附近，认为关闭边门会给自
己和家人出行带来不便。2月10日下午，二人看
到防疫工作人员正在封门，以影响家人出入为
由，对正在封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阻挠。

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派出所民警见状立即上
前劝阻。兄弟二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对民警谩
骂、殴打，造成民警颈部、手部多处受伤。在增援
警力的配合下，民警将兄弟二人控制住，并带回
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经鉴定，民警的伤势构成
轻微伤。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曹某奎、曹
某星在疫情防控期间，暴力阻碍民警执法，致一
名民警受伤，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应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最后，法庭当庭宣判：曹某星和曹某奎犯妨
害公务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和6个月。

每月固定飞韩国“人肉代购”的程璐这
下“赔了”。3月20日，从首尔返京的她开
始在石景山区集中隔离，其间费用由个人
自理，发货计划也宣告泡汤。

在3月24日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边检
总站副总站长吉利霞表示，北京边检严格
落实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发挥大
数据分析排查优势，发现确有人涉嫌违反
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隔离规定，甚至有人
往返疫情严重国家地区从事海外代购活
动，北京边检将排查信息实时推送有关部
门掌握。

代购
33月仍多次赴韩补货月仍多次赴韩补货

在淘宝上，程璐的“人肉代购”店铺已
经开了13年。点击“全部宝贝”，可以看到
上百种在售产品。从口红、粉底液，到面
霜、精华液，各大品牌的网红化妆品不一而
足。按照她的说法，这些都是从韩国的免
税店、专柜等渠道采购而来。

在程璐创建的粉丝群里，除了不定期
推送新品外，也会有粉丝主动询问她的行
程安排。

“亲，这个月还去韩国吗？”“我刚回来，
在隔离中，14天……”程璐答复完，还配了
张她在酒店拍的照片。

对于这样的结果，程璐其实心里有
数。上周，当她再次启程时，就已经在店铺
的自动回复中留下这样一番话：“3月18日
飞首尔，18到21日只接单不发货，后续看
隔离情况……”

面对韩国8000多例确诊病例，程璐倒
是心很大，“其实还好，大邱我们也不去，其
他地方感染不多。”而对于所有境外进京人
员均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 14 天隔离观
察的最新规定，她也心存侥幸。即使是返
京前夕，还觉得“明天看，才知道”。

程璐曾于3月16日在她的朋友圈里晒
出过当天在韩国采购化妆品的小票图片，
并表示，“18日我可能去不了，因为回国要
集中隔离费用自理，我怕14天酒店费用和
吃饭挣不回来。”不过，当记者在3月19日

以买家身份与其聊天，问到上一次是什么
时候到韩国时，她并未提及此次行程，而是
回答“1日”。

3 月 18 日，她还是坐上了飞往首尔的
航班。她的朋友圈显示，短短一个月内，她
至少曾在 2 月 27 号和 3 月 1 日赴韩补货。

“之前回来可以居家隔离，不耽误发快递。”
程璐坦言，自己会把快递放门口，让妈妈取
走送下去。而这次，不仅货发不走，还要为
集中隔离支付相关费用。

买家
““现货现货””还是还是““假货假货””存疑问存疑问

“3 月以闭关开始……陆续刷一刷现
货，这次真的是且卖且珍惜啦！”早在20天
前，同样从事韩国“人肉代购”业务的丁薇
就在朋友圈发出这样的广告。2月28日，
她最后一次搭乘韩亚航空的航班飞往首
尔。返京后，她便开始了“在家卖现货”的
生活。

“最近好多卖家虽然不再方便出国，可
发货没闲着，也不知道究竟囤了多少。”前
些天，林雅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从代购那
里入手一款号称“现货”的面霜。到手以

后，她还是有点不放心，就在网上搜索如何
鉴定真伪，“感觉质地跟之前在专柜试过的
不太一样，怀疑未必是正品。”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非个例。3 月
1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就曾
发布提醒，称最近越来越多的假代购瞄准
了代购行业这块“大蛋糕”，妄图通过各种
造假套路以更低廉的成本、更高的利润，知
假卖假，欺骗消费者。据了解，假代购常见
的套路包括定位造假、物流造假、小票造
假，甚至直播造假等。

前不久，北京一名代购也曾在朋友圈推
销自己近期从韩国买回来的商品，同时晒出
购物经历和韩国首尔等定位信息，结果被邻
居举报。然而，民警并未查询到这名代购近
期的出入境记录，造假行为随即暴露。

此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在其首
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等信息。
但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不少代购未按要求
执行，违规交易的情况依然存在。

（文中程璐、丁薇、林雅为化名）
据《北京晚报》

代购在朋友圈晒出的韩国购物小票代购在朋友圈晒出的韩国购物小票。。

要钱不要命：“人肉代购”飞国外

“云买菜”靠谱吗？平台仍须补课

新华社广州3月26日电（记者魏蒙）拱北海
关26日通报，该关与厦门、深圳、广州海关实施缉
私战区联合行动，破获一起走私海马干进境案，
打掉珠澳“水客”团伙 1 个，涉案海马干 449.5 公
斤，这也是该关近年来旅检渠道查获的最大一起
走私野生动物产品案。

据了解，该案由海关总署缉私局统筹指挥、
广东分署缉私局的协调指导，拱北海关联合厦
门、深圳、广州海关成立联合行动组，并由拱北海
关负责该案旅检渠道“水客”团伙的抓捕、搜查及
侦办工作。

3月23日，拱北海关出动16人先后在珠海两
个地点抓获目标“水客”团伙成员2名，厦门海关
在福建南安抓获目标“水客”团伙成员1名。经梳
理相关书证，涉案海马干共计449.5公斤。海马
属 于《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CITES）附录Ⅱ所列濒危物种。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该团伙在菲律宾等地组
织海马干货源，采取“水客”拖带方式，走私进境，
再通过境内快递邮寄给货主或货主指定收货人
销售牟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上海两男子

因对小区防疫封门
不满袭警被判刑

重庆一被告人销售伪劣口罩

被判刑并处“从业禁止”

多地海关联动

破获“水客”团伙走私449.5公斤海马干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