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1 月 30 日

[ 消费 ]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王一

快递公司试水隐私面单

编辑 / 魏宁 美编 / 张楚晗
E-mail:fsrbbjzx@163.com

2

辽宁人爱买辅酶 Q10 产品

用户隐私不再“裸奔”
如火如荼的“双十一”购物狂潮已经
过去，紧接着到来的是新一波的快递配送
高峰。 一件件快递盒子接踵而来，让消费
者足不出户即可收到其购买的商品。 网购
在方便快捷之余， 也为消费者带来忧虑，
消费者常常为个人隐私被泄露感到头疼。
面对着带有姓名、电话和地址等重要信息
的快递单， 该怎么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
随着近期隐私面单的出现，一些快递公司
对消费者的部分信息进行了隐藏，目的就
是让快递单上的用户隐私不再完全“裸
奔”， 这也意味着快递行业消费者个人信
息保护走上新台阶。
近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快递
业与消费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快
递实名制以来，关于如何保护个人隐私的
探讨从未停息。
根据国家邮政局数据统计，2016 年，
全国产生 300 多亿个快递包裹， 人均 20
多个，这意味着上百亿频次的消费者信息
流转在各大快递企业系统当中。 消费者在
进行网购时，通常要求填写确定的收货地
址、联系人、电话等基本信息。 该信息由卖

家确认用于填写邮寄单据， 在快递过程
中，这样的个人基本资料也被暴露于快递
包装盒外，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多发区。
去年 9 月，福州就爆出快递员在网上
售卖快递单事件。 据离职快递员说，传统
纸质快递单一式四份，其中两份属于寄件
人和收件人， 一份留给快递公司做底单，
另一份则是快递员的存根。 他把这些存根
底单收集到一定程度后， 去网上拍卖，或
者找一些同行业的人售卖。 通过一张快递
单以及公开的网站平台、 社交工具等，完
全能够拼凑消费者的身份、喜好、消费习
惯、 经济能力……甚至可以加微信好友，
一张张快递单已经成为泄密单。

隐私面单， 快递单关键个
人信息被隐去
出于安全考虑， 很多人有这样的习
惯，收到快递后，为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会
当场把快递单“
粉身碎骨”，或者用黑笔涂
抹，又或用湿巾蘸水擦……近期，顺丰的
“
丰密面单”、京东的“微笑面单”以及圆通

的“隐形面单”等各种样式隐私面单的出
现，将消费者从传统销毁快递单的困境中
解放出来。
所谓
“隐私面单”，是指消费者的关键
信息通过技术处理，不再显示在快递面单
上，同时也在后台进行了加密处理，快递
员只需通过 APP 联系收件人， 无需人工
识别手机号码。 隐私面单的推出，使得快
递单“
变脸”，许多面单不再完整显示收货
人的姓名、手机号、地址信息和商品信息，
而是以某些符号代替，隐藏了快递单上的
部分个人信息，从而达到加密效果，防止
其他人从单子上窃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获得保护是公民
的法定权利
传统快递单将个人信息完全暴露在
大众视线之下，个人信息极容易被窃取和
非法利用，不利于消费者个人信息得到保
护。 而个人信息保护，是消费者的法定权
利。
对于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相应的责任。 关于民
事责任的承担，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关于行政
责任的承担，在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情形
下，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
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鉴于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严重，不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对个人信息
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而且今年出台的民
法总则亦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民事权利
写入法律，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
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
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
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
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
他人个人信息。 ”这是首次从民事基本法
层面提出个人信息权，并明确了个人信息
保护的基本行为规范， 撑起了个人信息
的保护伞。
（光明网）

中国品牌获消费者认可

气质裙装

超六成品牌“
中国造”
日前， 中国质量协会全国用户委员
会在浙江宁波发布了 2017 年中国质量消
费体验研究成果。 研究显示， 2017 年，
在顾客质量消费体验的标杆品牌中， 有
62.2%的品牌发源于中国， 中国品牌逐步
获得消费者认可。
此次 2017 年中国顾客质量消费体验
研究涉及 195 个子行业， 在标杆品牌数
量上， 中国品牌今年超过美国、 德国，
成为中国顾客心中的“
满意大户”。
“顾客满意度指数可以宏观评判中国
产品质量的走向。” 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
部主任张德志认为,行业标杆品牌有
62.2%是“中国籍”， 本身就是中国消费
升级的最佳体现。 中国企业要想赢得消
费者对自己的热爱， 不仅要提供优质的
产品， 更要积极主动投身一种良性消费
环境的建立。
从研究成果来看， 目前品牌口碑、性
价比、产品服务的创新性与稳定性已经成
为顾客新的关注点。 在中国科学院虚拟经
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石勇看来，未
来随着国家对“中国智造”的继续重视与
支持、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以及企业服
务理念的转变与提升，中国品牌的品质和
影响力将继续提升。
（中国网）

爱机有道
根据材质巧选壳
硅胶。 现在市面上很多手机壳都是
硅胶制作的， 而硅胶又分为有机硅胶和
无机硅胶两种。 它和橡胶类非常相似，
成型工艺用的是硫化成型， 先将硅胶原
料准备好， 再经过高温做出成品， 这类
产品的销售价格比较便宜， 产品非常柔
软， 但是成品却非常不精致。
TPU 塑胶。 TPU 塑胶也是非常柔软的
一种材质， 是属于塑胶类， 产品是注射成
型工艺做出来的， 是将一颗颗小的塑料米
经过高温融化用炮筒射入塑胶模具而制成
产品的， 与硅胶相比要硬一些， 可以做出
很透明的产品来， 缺点是容易变形、 发
黄， 如果购买的一些比较鲜亮的手机壳，
那么使用了几个月后就需要更换， 不然会
影响美观。
PC 材质。PC 材质是近年来手机壳最流
行的生产材料， 这种材质可以做出很丰富
的图案，而且图案还非常精致，质感也很好，
防刮花也是很不错的，且亮面光泽度很强，
缺点就是触感硬， 如果不小心掉在地上或
者被撞击，可能会出现开裂现象。
皮革材质。 皮革是比较受人欢迎的
手机壳材质， 但是一般市面上都是选择
用猪皮或者牛皮， 甚至有的是将手机壳
外层贴一层真皮， 这样既美观成本又低，
皮革材质比起其它材质， 显得会比较体
面， 也是个性青年喜爱的， 有着身份高
贵的象征。
金属材质。 金属材质所制作出的手
机壳无疑是最好的， 在产品的档次上也
是得到了一个保证， 一般都是采用铝合
金制作， 总的评价非常不错， 惟一的缺
点就是安装比较不方便， 螺丝孔都很容
易滑牙， 所以在安装的时候一定非常小
心和仔细， 这样才可以保证手机壳的完
整性。
（人民网）

【

造型百变

不同的裙装却能有不同的造型风格， 不同的裙装突显
的优势又有所不同， 要怎么样选出最中意的那款造型呢？
往下看， 大量干货迎面而来。

】

短裙

长裙

说到半裙造型能给毛衣带
来少女感的， 那首推肯定是半
身短裙了。 不但露出大长腿，
拉长比例， 还可以让造型显得
俏皮几分。
对于面料， 夏天热了几百
遍的牛仔短裙， 女性朋友们可
以暂时不用放回衣橱， 搭配一
些比较少女感的毛衣款式， 减
龄造型不用怎么多想基本一步
到位。
根据身形定夺， 如果要显
得更多小巧可爱些， 上半身选
择 oversize 的毛衣可能会更为
加分些。
而秋冬转场中， 慢慢露出
水面的小皮裙， 风格多半也是
取决于上半身的毛衣选款。
封领的高领紧身款式更显
动力个性些， 而极薄型的圆领
针织就更显少女些， 适合通勤
装扮多点。

长裙搭不好， 常常给人的
感觉就是造型比较拖沓， 那要
怎么解决个子上的烦恼， 发挥
长裙最完美的搭配作用呢？
小仙女必备的透视长纱裙
在秋天也还是大有作为的， 你
可以搭上一条紧身的牛仔裤，
这样不失时尚， 还能延续造型
仙气。
特别是今秋的半身长裙，
都流行带点纱。 如果你觉得纱
裙加裤子太个性， 你完全可以
来一款纯纱质， 或带点金属感
面料的半裙，效果一样很完美。
再根据自己需要的风格搭配鞋
子，长裙一样能玩得花样百出。
上面提到轻盈面料， 和开
叉的元素这小 tips 照搬到长裙
的搭配上也一样非常管用。
长裙还比中裙多一个气质
梗， 就是针织面料双搭， 让造
型更柔和， 更小女人味些。
（时尚堂）

中裙
当然，如果说到淑女装的
半裙之最，还是中裙比较有象
征性多点。 短裙相对更俏皮活
泼些，中裙更知性气质些。
一件纯 色 的 毛 衣 搭 配 今
年大热的印花半身中裙， 小
复古的装扮中带着一点小女
人味， 秋日约会装备必须首
推这身。
上面提到的牛仔半身裙，
如果有宝贝觉得大腿稍带肉
感穿不了， 那么选择中长的
牛仔搭短打针织， 也可以达
到一样的造型效果。
对于小个子的女生， 觉
得中裙有驾驭压力的话， 可
以选择开叉的款式， 让腿部
若隐若现， 模糊比例， 也是
非常好的搭配。
至于在显瘦的小技巧上，
你可以选择比较宽松的毛衣
款式做上身搭配。 这样，无论
是束起还是放下，都能完美遮
住下半身比较有肉的部位。

京东增设“
调货服务费”

近日， 细心的网友发现， 京东在部分无货商品页面
标注了“调货服务费” 的提示， 目前状态是“暂免”，
这是否意味着该功能将来要收费呢？
众所周知， 在国内电商中， 京东的发货速度首屈一
指， 这与其各地大型仓储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过有些产
品当地仓库没有，只能从外地调货。 这就是所谓的“跨地
区调货”，指的是京东从其设立在其他地区的仓库当中发
货到用户所在地区的仓库，然后向用户派件。运送过程中
会产生额外的物流成本，这成本原本是由京东承担，但是
现在看来，未来该费用可能将由购买者来出了。
用户抢购的商品通常都是性价比较高或者价格临时
下降的产品， 在该地区无货之后， 用户可以支付商品原
价+调货服务费来申请京东发货， 而对于不愿意支付服
务费的用户可能就得等待京东批量调货或者无货了。
该功能在此前只出现在京东全球购商品上， 但由于
此次曝光的免收服务费商品为本土公司生产， 并未在国
外售卖， 不排除未来京东内部调货也收费的可能。
其实， 随着物流、 人工成本的上涨， 快递费上涨是
整个行业的趋势， 公开资料显示， 2016 年 4 月起， 京
东的免基础运费门槛都上调了 20 元， 京东配送的基础
运费也从之前的 5 元调整到了 6 元。
不过， 京东方面表示， 运费标准调整对多数用户影
响不大， 因为京东客单价普遍高出 99 元的收费标准。
（消费日报）

香水消费年增 80%
“洋味儿” 仍占主流

警惕网络消费套路
套路 1： 电商专供可能分量缩水，
套路 2： 促销花样太多， 注意货比
要仔细辨别。
三家。
所谓“电商专供” 商品， 是指生产
每逢节庆， 各电商平台的宣传促销
企业专门为电商打造且只在网上交易平 正盛， 电商促销活动更加考验消费者的
台流通， 与实体店销售产品型号略有差 “智力”，预售、定金膨胀金、各类满减红
别的产品。 然而这不代表网购消费者一 包、直降红包、返现券等优惠券以及 7 天
定得到优待和实惠， 因为拿到的纸巾可 或 30 天保价政策等， 让消费者难以辨
能变薄了， 买来的羊毛外套羊毛含量可 别，有些商家还在采取“先涨价后降价”
能变少了。 “电商专供” 商品一般以服 的老“
套路”。 面对商家轮番促销广告，消
装、 电器、 鞋帽、 箱包等品类较多， 消 费者需保持清醒，货比三家，对于心仪商
费者要擦亮眼睛。 遭遇“电商专供” 上 品，关注平时销售价格，与活动价格进行
当受骗行为， 消费者可依据相关法律进 对比，是否存在真正的实惠；对于商家先
行维权， 下单前仔细查看商品的介绍， 涨后降等行为要积极向平台和监管部门
并保留下单凭证 （订单截图、 与卖家沟 进行举报。
通的聊天凭证等）。
套路 3： 定金订金不一样， 订金不

近日，阿里健康发布健康产品消费数据，隐形眼镜、
枸杞、血糖用品、蜂蜜等品类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产品，堪
称“国民健康刚需品”，地理环境影响消费偏好，辽宁人
网购健康产品偏爱辅酶 Q10 产品。
四川、 重庆、 云南三省人爱买专治关节肿痛的氨
基葡萄糖类产品， 当地山峦起伏的地形地势和潮湿气
候是主要原因。 而全省域都处在高原的西藏人民对制
氧机、 氧气袋类产品的需求非常醒目。
华南地区、 广西地区用户对艾灸类产品的热衷度
极高， 而海南人民对风湿骨外伤类目下的贴膏产品需
求异军突起。
值得关注的是， 辽宁地区消费者网购偏爱辅酶 Q10
产品。 据了解，辅酶 Q10 产品具有抗氧化防衰老作用，主
要用于轻中度心力衰竭的辅助治疗，也用于肝炎、癌症
的辅助治疗。 由于性别差，男性消费者和女性消费者对
健康用品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差异，数据显示，男性消费
者最关注的前三大身体部位分别是肌肉、肝部及肾部健
康，而女性更关注眼睛、皮肤、颈椎健康。
大数据揭秘， 女性消费者最为关注的前五大身体
部位分别是眼睛、 皮肤、 肠道、 肺部、 颈椎。 其中，
眼部对应的彩色隐形眼镜和滴眼液是年轻女士的最爱，
而胶原蛋白用以提高皮肤弹性， 酵素用以润肠道、 促
消化， 燕窝用以滋阴润肺， 止痛药膏贴缓解颈椎劳损。
上述健康商品数量增长说明新时代的女性在忙碌之余
更懂得关爱自己。
（新华网）

退可举报。
所谓预售， 即商家 使 用 支 付 定 金
（订金） 的方式， 让消费者提前购买，
活动当天支付尾款， 活动后发货。 消费
者要分清“定金” 和“订金”。 “定金”
是指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对方给付的，
作为债权担保的一定数额的货币， 它属
于一种法律上的担保方式。 而“订金”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它不具备
定金所具有的担保性质， 可视为“预付
款”。 一般来说定金不能退 （除法律规
定的特殊情况外）， 而订金能退。 对于
商家订金不退的， 可向第三方网络交易
平台和有关监管部门举报维权。
（羊城晚报）

人口数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国， 香水市场在全球的
占比仅为 1%。 但这个过小的百分比， 也意味着更大的
增长潜力。
今年 8 月的数据显示， 我国香水市场的年增长率已
经超过 80%， 在中国化妆品市场， 已经成为当之无愧
的领头羊。
虽然中国人用香水的习惯尚不成熟， 但中国造的香
水，早已行销全世界。据业内人士透露，其实，中国每年的
香水产量和出口量， 从很多年前开始， 就始终是世界第
一。 但数量上的优势，与消费层面的乏力形成鲜明对比。
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香水的消费额超过 260 亿美元。
在中国，仅香奈儿、迪奥等大牌的年销售额就超过 10 亿美
元。 不过，这个数字与欧美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欧洲，大
牌香水的年销售额为 90 亿美元，美国则为 40 亿美元。
虽然一千个人有一千只鼻子，但香水消费市场的从众
效应，一直都存在。 多年来，国际大牌的
“
气味”最受欢迎。
根据亚马逊发布的香水销售排行榜， 香水销量排名
前十的品牌包括巴宝莉、 伊丽莎白雅顿、 菲格拉慕、 阿
玛尼、 圣罗兰、 爱马仕、 三宅一生等。 其中， 仅日本品
牌三宅一生为跻身前十的亚洲品牌， 且上榜产品为男用
香水“一生之水”。
（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