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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中国电商行业发展
很快，原因除了价格优势、方便
优势外，“七日无理由退货”也
是一大亮点。网上买东西，“看
不见、摸不着”，可能会导致货
不对图。无理由退货有效打消了
消费者顾虑，是商家对消费者知
情权的一种补偿，这种做法也让
中国电商顺利俘获了消费者的芳
心。现在，网络购物“无理由退
货”不仅有法律保障，更成为电
商的自觉行为。

相对于电商行业迅猛发展的
气势，许多实体店的日子则过得
很艰难，利润压缩，市场收窄。
即使这样，实体店在服务上也没
有多少改进。在他们看来，实体
店本来就比电商的利润低得多，
若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
成本太高，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再说，到实体店购物，有充分的
现场体验，没必要实行“无理由
退货”。

在我看来，实体店保障消费
者“后悔权”，也许是商家提升

服务、打开市场的一个契机。道理
不难理解。一方面，选择无理由退
货的不会太多。消费者选择一件商
品，往往要花较多的时间与精力进
行辨别和比较，绝大多数人不会吃
饱饭没事干将购买的商品搬来搬去

“以旧换新”或退货，除非是商品
确有明显问题影响使用。加上，社
会消费信用记录的建立和不断完
善，有助于防止制度被滥用。另一
方面，“无理由退货”不仅是实体店
竞争力的表现，而且还可能转化成
一笔无形的财富。那些实行“无理由
退货”的大型门店和连锁超市，顾客
明显增多，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在当今商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形
势下，实体店若还抱着“没有质量
问题不退不换”“出店概不退换”
的营销策略，等待它的势必是被市
场淘汰。

宁波拥有优良的商业传统，开
拓创新、诚信务实、善于经商是宁
波人的重要特质之一。在“无理由
退货”方面，我们期待宁波能走在
全省、全国前列。 （李国民）

保障“后悔权”
也许就多了市场

日前，2017 年度全省示范
型放心商店、放心网店和放心餐
饮店建设单位名单公布，我市
482家商店、400家网店、292家
餐饮单位正式成为首批浙江省放
心消费示范单位，均超额完成省
政府和上级部门下达的年度目标
任务。

去年，我市严管商品质量，
不 断 强 化 消 费 安 全 执 法 “ 刚
力”。围绕家用电器、儿童学生
用品、装饰装修材料等重点商
品，扎实开展“红盾质量维权行
动”。全市完成流通领域商品质
量抽检 1980批次，对检出的 299
批次不合格商品的经营者立案查
处 128起。查办各类侵害消费者
权 益 行 为 1862 起 ， 罚 没 款

2478.89万元。
同时，加强对“天猫”“京

东”“苏宁易购”网络交易平台上
注册地为宁波的经营户的监管，开
展 50 批次商品质量抽查检验，目
前初检发现不合格电器商品 14 批
次，均已通报三大电商平台予以全
线下架。针对消费投诉集中的美发
行业，运用现场检查、监督抽检手
段发现行业内突出共性问题，并约
谈美发行业协会落实整改。

在此基础上，严守食品和药品
安全红线。开展食品安全排雷“百
日攻坚”“平安护航十九大”百日
食安系列行动等专项治理行动，查
处食品违法案件 1610 件，其中大
要案 46 件，移送涉刑案件 17 件，
罚没款2675.06万元。 （孙佳丽）

我市强化
消费安全执法“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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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在电商平台上，遇上喜欢的
就会买，毕竟不喜欢能直接退，很
方便。”市民姚女士是一名淘宝

“骨灰粉”，在她的观念里，收到网
购商品后，“喜欢就留下、不喜欢
就退货”已经是“常规操作”。与
姚女士一样，“不喜欢就退”已经
是网购人群在进行网络消费时的惯
常思路。

2014 年 3 月 15 日 新 修 改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就网络购物明确了“无理由退
货”制度，赋予网购消费者“后悔
权”，解决了消费者因网络购物常
遭侵权等问题。去年，《网络购买
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公
布，再次明确“网络商品销售者应
当 依 法 履 行 七 日 无 理 由 退 货 义
务”，同时“鼓励网络商品销售者
做出比本办法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无
理由退货承诺”。

以淘宝网为例，商家一般会默
认并遵循“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
定，若销售的是不支持“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商品，商家会在商品详
情页仔细标出，下订单时淘宝也会
提示消费者该商品不支持无理由退
货。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支持还
是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
品，淘宝商家普遍会同意无理由退
货。

“虽然规定的是 7 天，但有时
消费者购买商品半年后申请退货
的，我们也会同意。”淘宝店主王

先生说。电商平台以商品销量和好
评量作为商品检索排名的最主要依
据，而排名高低与商品被消费者看
到和选择的概率密切相关，因此即
使已购买半年的商品，只要保证商
品完好，王先生依旧会给消费者退
货。

然而，相较于线上无理由退货
的“明朗”和普及，线下无理由退
货却要“模糊”得多，且集中于参
与放心消费活动的银泰、三江超市
以及华润万家等大型购物广场或超
市。“家里的灯泡不亮了，我起初
以为是灯泡坏了，就去小超市买了
灯泡换上，后来发现灯泡不亮是因
为电线接触不良。我想把灯泡退了
却遭到拒绝。”前两天，市民张女
士在线下商店购物过程中就因为退
货问题碰了壁。

笔者走访我市部分线下商店发
现，对于没有质量问题的商品，实
体商家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商家
表示，如果不影响二次销售，可以
退货；有的商家表示，只能换不能
退；还有的商家表示，没有质量问
题，绝对不退不换。

“我们本来就是做小本生意，
算上店面租金和其他费用，商品经
销本来就比电商的利润低得多，若
是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成
本太高，这生意就没法做了。”店
主方先生也是叫苦不迭。可见，要
全面推进线下无理由退货，阻力还
是很大的。

“明朗”的线上与“模糊”的线下

市民在宁波第二百货挑选黄金饰品市民在宁波第二百货挑选黄金饰品。。（（徐展新徐展新 摄摄））

线上线下购物

都会有
宁波今年将全面推进线下七日无理由退货
见习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王 前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
2018 年将在监督经营者全面落实
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同时，
推进线下无理由退货工作。这就意
味着，打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体
化全渠道消费体验已成为零售业趋
势，消费者在线下 （实体商店） 享
受到的购物权利将与线上 （网店）
购物权利对等，而不会因为消费者
线下购物用更多的选择权和比较权
就抹杀了“后悔权”。

早在几年前，宁波已在陆续推
进线下无理由退货工作。去年，我

市积极参与全省“放心消费在浙
江”行动。今年，我市将全面推进
实体商店七日无理由退货工作。

截至去年底，我市已有 1261
家线上线下商店承诺无理由退货，
并组织消费义工完成了 1090 家放
心消费参创单位的消费体验评估工
作，其中体验商店 585家，达标率
为 85.46%。在 2017 年度全省示范
型放心商店、放心网店建设单位名
单中，我市 482 家商店和 400 家网
店正式成为首批浙江省放心消费示
范单位。

从1月15日开始，苏宁易购所
有门店推出手机“7 天无理由退
货”服务。届时，消费者不管是在
繁华都市中的苏宁易购门店，还是
在边陲小镇和农村的直营店，都能
够享受到这项服务。“当今时代，
商品的成功交付不再是零售行为的
终 点 ， 而 是 整 个 零 售 行 为 的 起
点。”苏宁易购 （宁波天一广场
店） 相关负责人说。

其实早从 2008年起，我市就在
全省率先开展了无理由退货、公开
评价、先行赔付、绿色通道等工作，
成为一个向全省、全国输出经验做
法的地区，目前许多实体店在收银
台等放置“无理由退换货承诺单位”
的公示牌和“放心消费创建承诺”牌。

银泰百货天一店在这方面走在
了全市前列。该店自 2003 年开业
时就向消费者承诺“15 天无理由
退换货服务”，并设立顾客投诉快
速反应程序专项基金，要求每名员
工以“尽可能向消费者倾斜”为处
理原则，在服务过程中最大限度满
足消费者需求。

2015 年，银泰商业集团在行
业内率先将无理由退换货延长至
30 天，并在店内推出“一站退”
服务点，消费者可直接在一楼总台
办理无理由退货手续。去年，银泰
商业在作出 60 天无理由退换货承
诺的基础上，还承诺支持跨门店退
换货。在浙江省本级抽查体验的 6
家银泰商城，全部做到了线上线下
同时同款同价。

“无理由退货承诺是企业落实
‘谁生产谁负责、谁销售谁负责’
主体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放
心消费欢迎状况的首要标准。”市
市场监管局举报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推进线上线下无理由退货，对
于全面推进放心消费行动，营造良
好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释放
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潜
在需求，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具有重
要的引领作用。

目前，承诺无理由退货的主体
是线下各类大型商场超市、核心商
圈、品牌连锁便利店，普通商店、
小超市等并没有承诺无理由退货。
为此，我市将强化对放心消费示范
单位的正面激励，动员更多的市场
主体参与放心消费行动，引导企业
遵循市场规则和竞争规则，让“要
我做”自觉转化为“我要做”，营
造消费市场良好生态，其中包括无
理由退货。

“目前，线下商家的无理由退货
仍处于‘承诺’阶段，想要打通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一体化全渠道消费，
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形式
建立起线上线下同等的无理由退货
制度和待遇，让线下实体店无理由
退货有法可依。在线上线下无理由
退货全面推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平
衡商家与消费者的权益，制定细则
来规范无理由退换货行为，不能放
纵滥用无理由退换货，令商家合法
权益受损，扰乱市场秩序。”市市
场监管局举报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全渠道消费

“不是特别急用的商品，我一
般会在网上买。”姚女士说。显
然，网店已经慢慢代替线下商店成
为消费者购物的首选之地。随着线
上消费市场不断拓展，实体店的缺
陷日渐暴露，竞争力减弱，特别是
因为无法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而面临着购物人群减少、无力经营
等问题。

“与电商不同的是，实体店并
没有‘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法律规
定和依据，除非买家与卖家协商一
致同意退货，所以，现在许多实体
店并没有推行无理由退货。”市消
保委相关负责人说，从营销理论上
讲，“商品售出概不退换”是一种
落后的经营理念。要黏住消费者，
就要与消费者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
系，要留下好口碑，留下友谊和情

分，留下再做生意的机会，这才是
现代竞争的观念。

目前，“七日无理由退货”只
适用于网络、电视等线上购物，线
下商店的售后服务执行的是国家

“三包”规定，即产品自售出之日
起七日内，只有在发生性能故障
时，消费者才可以选择退货、换货
或修理，且退换货目录当中的商品
数量有限。此外，国家“三包”规
定只是针对商品质量问题履行退、
换、修责任，与购买商品后“无理
由退货”制度性质不同。

然而，如今的消费市场商品种
类丰富，更新换代快，原来的“三包”
政策很难满足消费者维权需求，特
别是很多线上商品有实体店，线上线
下规定不统一，不仅容易造成维权差
异，还会导致实体店缺乏竞争力，尤

实体店不应丢弃购物体验优势

金雅男 制图

其是某些进口商品或一线品牌在没
有质量问题的前提下，难以实现消费
者对“后悔权”的诉求。

如今，线上线下商店竞争愈加
激烈，线下商店的优势原本在购物
体验上，现在由于退换货条件比网
购更苛刻，以及网络市场的发展和
成熟，线下商店的这一优势反而更
难体现出来。“‘七日无理由退货’不
应只在线上有，线下无理由退货渠
道也亟待打通。”该负责人说，无理
由退货能倒逼厂家、商家专注产品
开发、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服务

性价比，从而改善整体消费体验，
有利于线下商店的长期发展。

“实体店保障消费者的‘后悔
权’。并非是一件坏事。由于受电
子商务的冲击，线下商店若不在服
务精细化上下功夫，又不占据价格
优势，就只能不断压缩自己的生存
空间。”在笔者走访过程中，线下
商店店主金先生还是愿意接受消费
者无理由退货的要求，他认为线下
商店的消费群体一般在固定区域
内，而商店的口碑能直接影响到商
店的长久发展。

“后悔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