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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双1 2”来临之际，国家工

商总局昨天公布“ 双1 1 ”期间对电商平

台促销商品的抽检结果，已确证8个批次

的样品为假冒商品，其中天猫3个，1 号店

2个，乐蜂网、苏宁易购、亚马逊各1 个。另

有7个批次样品商品质量不合格或标签不

合法。检出问题样品涉及鞋、箱包、配饰、

礼品、化妆品和数码配件6个品类。

多个国际大牌存在问题
国家工商总局网监司实施抽检行动，

针对天猫、京东商城、1 号店、亚马逊、苏

宁易购、聚美优品、唯品会及旗下的乐蜂

网，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上述B2C类电

商平台1 1 月1 1 日当天促销的商品进行了

抽检。

抽检结果表明，在207批次的样品中，

大部分为合格真品。

同时，也发现了6个电商平台上的1 5

个批次的样品属于假冒商品或高度疑似

假冒商品，7个批次的样品质量不合格或标

签不符合法律规定。检出问题样品涉及鞋、

箱包、配饰、礼品、化妆品、数码配件6个品

类，检出率为1 0.6%。涉及的品牌有新百伦

（ NEWBALANCE）、阿迪达斯（ ADIDAS）、博

柏利（ BURBERRY）、芝宝（ ZIPPO）、雅诗兰黛

（ Est ee Lauder）、 伊 丽 莎 白 雅 顿

（ El i zabet h Arden）、金士顿（ Ki ngst on）、

蔻驰（ COACH）、万宝龙（ MONTBLANC）、希格

（ SIGG ）等国际知名品牌。

八批假冒商品天猫占三批
已确证的8个批次假冒商品中，3个来

自天猫，占确证样品的37.5%，分别来自天

猫上的“ 迅动运动户外专营店”、“ 容谷

运动专营店”和“ 玖佰度户外专营店”。

另5个分别来自1 号店、乐蜂网、苏宁

易购、亚马逊等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其

中，1 号店2个，占确证样品的25.0%，分别

来自“ Amumu专营店”和“ 仪品雅乐汇专

营店”；乐蜂网、苏宁易购、亚马逊各1 个，

各占确证样品的1 2.5%，分别来自乐蜂网

自营、苏宁易购上的“ 东方风尚专营店”

和亚马逊上的“ 九品堂电子商务”。

商品质量不合格或标签不合法的7

个批次样品，1 号店3个，分别来自“ 天天

网官方旗舰店”“ GYMBOREE金宝贝专营

店”“ 上海凡家贸易有限公司”；乐蜂网2

个，均来自“ Seasheep官方旗舰店”；天猫

1 个，来自“ 广州汉网贸易有限公司”；亚

马逊1 个，来自“ Seasheep清河县合润麟

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上海市消保委昨天公布的

《 1 1 月消费投诉处理情况通报》显示，总

计971 5件投诉中，涉及“ 双1 1 ”的投诉有

1 83件，其中，马克华菲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因被指虚假促销点名通报。

涉及“ 双11”投诉183件
在971 5件投诉中，“ 双1 1 ”期间（ 1 1

月1 1 日至20日）的投诉总体平稳，全市

各级消保委受理的网购投诉为1 432件，

其中，涉及“ 双十一”的投诉1 83件，占网

购投诉量的1 2.8%，排在前三位的为服装

鞋帽、返券销售服务和家电产品。

这些网购投诉中，消费者反映突出

的问题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价格不实，

明降暗涨”、“ 促销规则，前后不一”、

“ 取消订单，拒不发货”、“ 配送迟缓，售

后服务差”等。

其中，数十位消费者向市消保委反

映，“ 双1 1 ”期间，马克华菲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虽称，“ 1 1 月1 1 日零点至2点之间

前1 1 1 1 1 名付款的消费者送福袋”，但他

们参与促销活动后，未能如愿获得福袋，

而该公司后来公布的获奖名单账号重

复，认为其涉嫌虚假促销。

1 2月1 1 日，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该

公司客服部门时，工作人员王女士称，公

布获奖名单时，考虑到顾客隐私，隐去了

账号里的一些符号和数字；为了进一步

方便查看名单，又把名字相近的顾客账

号放在一起，结果，这些名字相近的顾客

账号，有的因隐去了不同部分保留了相

同部分，就被顾客认为“ 重号”，被顾客

投诉后，已经妥善处理。

记者联系市消保委时，有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数十位消费者投诉后，经消

保委介入，马克华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确

实给予了妥善处理。

快递业投诉同比上升121%
1 1 月的消费者投诉中，金融类投诉

明显上升。全市各级消保委共受理金融

服务投诉64件，同比上升一倍。

另外，与各大电商“ 双1 1 ”频繁促销

引发投诉相随的是快递业。本月，全市各

级消保委共受理快递服务投诉71 5件，同

比上升1 21 .4%。由于各大电商企业促销

频繁，快递服务争议、纠纷大幅增长。其

中，送货拖延、服务态度差、货物丢失或损

坏、赔偿金额与货物价值差异大是消费者

反映突出的问题。一些快递企业为加快

货物流转速度而忽视了物品的安全，造成

物品损坏后推脱责任、拒不赔偿。收货过

程中“ 先签收后验货”的现象普遍存在。

数据显示，今年1 1 月，全市各级消保

委共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同比上升1 0.2%，

971 5件投诉中，来电6273件、互联网转入

2707件、市民服务热线转办553件、来信来

访1 49件、信访转交31 件、传真及其他2件。

按投诉类别分，商品类投诉4850件，

服务类投诉4865件，分别占投诉总量的

49.9%和50.1!。服装鞋帽、快递服务、家

用电器、通讯产品、互联网服务的投诉量

依次位居前5位，文化娱乐、服装鞋帽、儿

童用品、交通运输、修理服务投诉量增幅

较大。按销售方式分，实体店销售（ 占

40.9%）、网络销售（ 占39.5%）、电话销售

（ 占6.0%）、预付性销售（ 占4.1 %）、电视

（ 广播）销售（ 占1 .9%）分别位居前5位。

据悉，上海市消保委今年1 月至1 1 月

累计受理投诉量已达1 09598件，同比上

升1 8.6%。

工商总局公布“ 双11”抽检结果，确证8个批次样品为假冒商品

天猫、1号店等电商存售假情况

市消保委公布11月消费投诉情况

“ 双11”期间，网购、快递等被诟病

[相关新闻]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日前，四川汽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即日起，召回201 1 年1 1 月1 日至

201 2 年 1 0 月 31 日 期 间 生 产 的 F99MT、

F1 0MT、F1 2MT轻型客车，共计7966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由于ABS执

行器总成防护能力较低，极端条件下可能

会受到整车电路瞬态浪涌脉冲的干扰而造

成个别ABS内部元器件损坏，形成电流回

路，导致热量持续积累，存在安全隐患。

四川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野

马汽车授权服务站主动联系相关车主，安排

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可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628-5999或各地的野马汽车授权服务

站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第一线

部分F系列野马汽车被召回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日前，联想（ 北京）有限公司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

即日起，召回部分201 1 年2月至201 2年6

月期间制造的联想IdeaPad、Lenovo系列笔

记本电脑使用的LS-1 5电源线。中国大陆

地区受影响的交流电源线的数量约为250

万条。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交流电源线存在过

热的隐患，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燃烧的风

险。对于召回范围内的交流电源线，联想

（ 北京）有限公司将为用户免费更换一条符

合要求的交流电源线，以消除安全隐患。

联想（ 北京）有限公司将自201 4年1 2

月9日起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召回计划。用

户可以访问联想全球官网电源线召回的

简体中文页面输入产品信息，验证其电源

线是否需要被召回；也可以拨打客户服务

热线4008280077咨询。

联想召回部分笔记本电源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