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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
模越来越大，线上订单越来越多，退
换货作为线上购物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连接商家和消费者，各大电商都
需要采用更高效快捷的办法处理纠
纷。

近日， 快递公司菜鸟裹裹在上
门取件服务中推出退换货“可视化”
功能， 商家端可以全程看到退换货
过程，减少了包裹停滞、少寄漏寄的
纠纷与资损。

打击恶意退换货

网购作为一种十分普及的消费
方式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而且
多数商家承诺“七天无理由退货”也
能在一定程度打消消费者的顾虑，
愿意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交
易。 这不仅是因为网购背后有强大
的社会信用体系在为平台背书，而
且也是买卖双方互信的结果。 但
是近年来， 消费者恶意退换货的行
为屡禁不止，退换货也成为电商平
台、 商家与消费者出现纠纷最多
的环节。为了保障这个环节的服务，
电商平台不断推出各项服务， 其中
就包括退换货上门取件服务。

在退换货过程中，不传订单号、
没有退货商品详单、 少退漏退等情
况很普遍， 甚至空单的情况也时有
发生， 这对商家都造成了很不好的
影响。

为此， 很多电商平台都在大力
推广上门取件服务， 并不断完善这
项服务的具体措施。

近日， 菜鸟裹裹在上门取件服

务中推出了一项新功能， 商家端的
退换货展示从此变得全程可见，大
幅减少了包裹停滞、 少寄漏寄的纠
纷与资损。

据菜鸟方面介绍， 通过 1 小时
上门、全链路跟踪等服务，每单退换
货时间平均缩短了 8 小时， 商家的
物流纠纷率也下降了一半以上。

目前， 菜鸟裹裹上门取件业务
已覆盖近 20000 个商家， 为商家提
供了“数智化”的退换货体验，日均
为商家节省时间达 160 多万小
时。 在消费者端，菜鸟裹裹极速上
门服务已覆盖全国 2800 个区县，其
中 1/4 的用户已享受到 1 小时上门
服务。

数字化更放心

上门揽退服务并不稀奇。 前期
这项服务仅仅满足的是消费者退换
货的快递上门需求， 后来这项服务
不断完善， 消费者不用给商家传订
单号，也不用填写退货商品清单，直
接把退货商品交给快递员就万事大
吉了。再后来，消费者完成寄递后可
以随时查看退换货订单信息， 随时
查看进度， 让消费者退换货更加放
心。

但是退换货的主角并不只是消
费者，在这个环节，不仅需要维护消
费者的权益， 退换货的另一个主角
电商平台以及商家的权益同样需要
保障。

近两年来， 电商平台不断完善
退换货环节的服务， 除了普及运费
险以外，还推出先行垫付、急速退款
等服务， 但是这项服务也让不少网
购用户钻了空子。“有人在平台上申

请了五件退货，而实际上寄回来的
只有四件，但这时平台已经完成了
退款，商家不能第一时间看到物流
信息，也没有直接证据，很多时候
只能全额赔付消费者。 ”某淘宝商
家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据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天猫与
淘宝平台对于信誉好的用户，退货
施行先行赔付，只要消费者把退货
商品寄出去，填上快递单号，不用
等到商家收到商品，消费者就会收
到货款。“如果消费者的行为真的
没问题，是其他环节出错了，商家
全额赔付也没什么，但是如果有些
人是故意这么做的，就让人很难接
受了。现在退货少件的情况越来越
多了，我们的损失也越来越多。”上
述淘宝卖家表示。

菜鸟裹裹推出退换货上门
取件服务后， 将整个退换货流
程数字化， 不仅消费者可以看
到退换货信息，而且，使用菜鸟
裹裹的商家也将获取全程包裹
物流信息， 并能保证不出现丢件
破损的情况，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商家的压力。

目前在天猫淘宝电商平台退
换货，平台首先推荐的就是上门取
件服务， 有运费险的直接抵扣，可
以实现 0 元退货，没有退运费险的
商品退货使用上门取件服务还有
优惠。

服务仍有提升空间

其实，不仅天猫淘宝在大力推
广退换货上门取件服务，一些大型
电商平台也推出了上门揽退服务。
虽然该项服务不断被完善，但还是
有些不足。

据了解，京东、唯品会、苏宁易
购等电商平台近几年相继推出了
上门取件服务。由于京东与唯品会
拥有自营物流，上门取件服务质量
更高。比如京东与唯品会的快递员
上门收退换货商品时，都会对商品
进行简单监测，包括商品的完整度
等，另外还会对商品条码进行扫码
录入，以此来保证退货商品与购买
商品的吻合。 据中国商报记者了
解， 如果退换货取件出现问题，京
东与唯品会的快递员还要承担责
任。

对于上门取件服务， 电商平台
的做法与服务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 尽管目前整个退换货流程已实
现可视化，但是一些细节的东西做
得还不是很到位，比如菜鸟裹裹
安排的快递员上门揽退对商品的查
验就显得经验不足。

近日， 消费者张女士使用天猫

上门取件退货时就遇到了问题。 张
女士介绍， 她在天猫上购买的一件
优衣库的衣服申请了退货上门取
件， 菜鸟裹裹安排的韵达快递员取
件后，天猫方面很快就垫付了货款。
但是三四天后， 张女士突然收到短
信提示，商家拒绝急速退款，说退货
有问题。优衣库客服表示，仓库收到
的商品与张女士购买的商品不一

致， 所以拒绝退款。 张女士一再承
诺，自己肯定不会寄错。经过各种沟
通解释后， 最终优衣库还是完成了
退款。 这个经历让张女士对上门取
件服务开始有些担忧，“原本选择平
台的上门取件服务是为了减少退换
货的差错，没想到还是碰到了，以后
自己要留个心眼， 拍个照片留个证
据”。

退换货问题频发 电商平台力推上门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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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为了更好地
保障消费者权益的
“七天无理由退货”规
则被一些消费者利
用，“任性”退货的现
象时有发生， 而卖家
往往因取证困难、害
怕差评等原因选择
“忍气吞声”。 但是退
换货的主角并不是只
有消费者， 电商平台
以及商家的权益同样
需要保障。

近两年来，电商平台不断完善退换货环节的服务，但是这项服务也让不少网购用户钻了空子。 CNSPHOTO提供

本报记者 张仲超

今年以来，“上海购物” 独有的
“首店经济”继续一枝独秀。 中商数
据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上半年上海共开出各类首店 498
家，而去年同期是 256 家，同比猛增
94.5%。

不久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上海经济发展稳中有
进，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8.4%，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2.1 个百
分点，是 2015 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
平。其中，加速集聚的首店成为打响

“上海购物”品牌、加快培育经济新
动能的重要推力。

经济数据能直观表现一座城市
的发展活力。统计显示，上半年开业
的 498 家上海“首店”不仅数量多，
而且质量高———其中“全国首店”达
136 家，约占首店总数的 1/3，这其
中包括国际品牌的 13 家全球首店
和亚洲首店。

新开业的购物中心持续引领着
“上海购物”最新最潮的体验。 数据
显示，上半年，上海首店贡献最多的
32 个项目共计引入 255 家首店，占
了全市的“半壁江山”，其中引入首
店最多的三大项目分别为新天地广
场及新天地街区、白玉兰广场、陆家
嘴中心 L+MALL 及老佛爷百货，它
们均是去年四季度开业的商业综合

体。
与此同时，上海 K11、合生汇、

BFC 外滩金融中心、 上海恒隆广
场、iapm 环贸等一批地标性商场也
不甘示弱， 在高端品牌首店方面不
断取得突破。比如，米其林三星的意
大利国宝级餐厅 DA� VITTORIO
亚洲首店和蝉联十年米其林一星的
日式烧肉鸟喜全球第三家门店就同
时入驻 BFC。

从结构看，“首店经济” 越来越
呈现出多元化特色， 除了高端首店
云集之外， 更多新兴业态首店不断
试水新的商业业态， 兴业太古汇地
铁廊引入的全国首家 PaperSan 纸
赞文创店、豫园商城开设的“银杏树

下的守艺人”首店，都在文创行业中
寻求创新； 甄选优秀舞台戏剧作品
和多元现场表演作品， 独家发行推
广高清直播和录播放映“高清放映”
Oms 剧院则瞄准文化艺术领域，拓
展新的视觉影音空间。

进入下半年， 随着一批新的购
物中心进入开业倒计时，“首店经
济”将进一步在上海集聚动能。上海
西北片区的南翔印象城 MEGA 将
带来奥林匹克赛事级真冰场、Me-
land儿童乐园等多个首进中国或上
海的品牌； 大踏步入场的晶耀前滩
致力于打造成为“滨江国际轻质生
活中心”， 将带来首家杜比影院

“CGV 影院”、首个浸入式花园学习

中心“卉园MoNA”等一批首店。
而在“首店经济”之外，“夜间经

济” 也将强势登场， 成为新的发力
点。 6 月 28 日在上海大宁国际购物
中心启动的“大宁夜市”，夜间文化
演出清单已排满整个盛夏。 区别于
传统的夜市， 这里除了熟悉的烟火
气息外，餐饮、文化、社交、娱乐交
相辉映，提升了更多可挖掘的消
费潜力。中国商报记者获悉，自 6 月
底开业以来，“大宁夜市”50 家参与
商户深夜时段的销售业绩非常可
观。

今年， 上海市商务委等九部门
联合出台了《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
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目前，该市静安、徐汇、松江、杨
浦等区已选定“夜间区长”，并任命
了首批“夜生活首席执行官”。 就在
不久前，《松江区关于推动夜间经济
发展的实施方案》出台，将打造一批

“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优化“夜间经
济”业态、增强夜间活动体验。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表
示，上海消费增长态势稳定，消费结
构向品质型、发展型和服务型转变，
此前上海的“首店经济”是一道风景
线，而随着“夜间经济”与“首店经
济”相互结合、双轮驱动，将让上海
消费业态越来越丰富， 市民需求被
最大程度满足， 这将大大激活内需
新引擎，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上海购物亮点突出“首店经济”助力培育消费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