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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刷信用”泛滥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的林小姐

在网上一家店铺中购买一张福州
大洋百货 5 折现金卡时，被对方利
用高仿网站，窃取支付宝账号和密
码后骗走了 3500元。事后，她告诉
记者，之所以会上当，正是因为看
到该店铺信用级别为“皇冠”级。

作为交易重要指标的信用度，
在各个网络交易平台上的形成过
程却非常简单。

以淘宝为例，在使用支付宝服
务成功完成每一笔交易后，买家有
权对卖家的交易情况作一个评价，
评价分为“好评”、“中评”、“差评”
三类。 除此以外，商品的买家在交

易结束后还可从“宝贝与描述相
符”、“卖家服务态度”、“卖家发货
速度”、“物流公司服务” 等 4 个方
面对该店铺进行综合评分，评分结
果会显示在该店铺的页面上。事实
上，这其中留下了极大的信用炒作
空间。

有网店卖家透露：“请人帮忙
拍下一件商品，付款之后店主把钱
归还但并不发货， 这样虚晃一招，
淘宝上的一笔‘真实交易’就诞生
了。 但是这种刷信用的速度太慢，
真正导致信用炒作泛滥的原因在
于‘刷信用平台’。 ”

据了解，刷信用手法，主要有

两种方式：其一为互刷，将有意向
炒信用的卖家组织起来，提供一个
平台， 大家互相拍商品提高信用。
其二是由用户直接付费， 由平台
组织各地的专职买家来购买店
主的商品， 平台将收入与职业
买家分成。 由于这样能迅速组
织起大量的买家来购买商品，因
此刷信用的速度最快。

据悉，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
专门进行炒信用的公司和个人平
台数量猛增，一时形成大大小小近
500 家的局面。 时至今日，只需在
网络上搜索“刷信用”，仍会跳出数
十种“刷钻网站”来。

在网上购物，同物同价时，相信大多数买家都是选择信誉
较高的店铺，因为信誉就代表人气、商品质量与售后服务。

但是， 当这些象征着高信用的虚拟评价称号可以轻而
易举地被造假时，它反而引起了一股售假商家争相
“加冠加冕”的风潮，误导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以至于网友们纷纷在论坛上呼吁“不要再迷
恋皇冠，皇冠只是一个传说”。

“双十一”折扣，
你赚到了吗？

省到就是赚到 。 可是 ，“双十
一”你网购的折扣商品，真的赚到
了吗？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了部分“双十一”网购商品价格跟
踪情况报告———大多数商品折扣
“实在”的同时，也有三成商品折扣
“注水”。

抽样 32 款商品“双十
一”并非最低价

中消协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
者身份进入参与“双十一 ”折扣活
动的电商平台，选取了当天标示折
扣力度相对大（5 折以下）、网上标
示销量相对多的 94 款商品， 共涉
及 12 家电商平台、12 大品类。 调查
记录了商品 11 月 11 日当天的价
格折扣，并追踪了 11 月 18 日和 12
月 5 日两个时间节点的商品价格。

结果显示，与“双十一”价格相
比，11 月 18 日， 除 21 款商品表示
“已售完”或“已下架”，价格无法明
确查询外，73 款同款在售商品中，
有 45 款商品价格上调， 价格涨幅
最高达到 10 倍，说明这些商品“双
十一” 确实打折促销力度较大；有
23 款商品价格不变，仍维持在“双
十一”促销时同一水平，5 款商品价
格不升反降，售价比“双十一”时还
要低。

12 月 5 日价格调查结果显示，
与“双十一”价格相比，73 款同款在
售商品中， 共有 48 款价格有不同
程度的上涨，18 款价格维持不变，7
款商品低于“双十一”促销价。

中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三
次价格调查结果看，94 款商品中，
共有 32 款仍然能以不高于 “双十
一”价格购买。

部分商品涉嫌虚假折扣
“双十一 ”之所以能引得众多

网友纷纷“剁手”，究其原因还是消
费者看中了这一天的促销力度大，
希望能多得点实惠。

但中消协的调查显示，部分商
品涉嫌虚假折扣 。 在一些电商平
台， 无论是自营还是非自营商品，
均存在以商品“专柜价”或“厂家建
议价” 为基准价进行大幅打折行
为。 如某款女装吊牌价是 528 元，
标称原价是 1199 元， 折后售价 89
元， 商品的折扣价甚至低于 1 折。
这位负责人认为， 这些专柜价、建
议价存在随意标注的情况，涉嫌虚
假折扣。

“双十一”当天，一些电商平台
以 “清仓价”“限时抢购”“仅此一
天”“双十一最省钱”等各种价格宣
传形式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感觉
似乎当天不买就吃亏。

调查结果却显示 ， 部分商品
“双十一”难得实惠。 在 11 月 18 日
和 12 月 5 日两个时间节点， 有 23
款仍能以“双十一”价格购买，另有
9 款比“双十一”价格还低。

调查同时发现，部分电商平台
价格标注混乱。 “双十一”及后续时
间节点，部分电商平台和商家价格
标注较为随意，部分商品既做不到
明码标价， 更做不到明码实价，让
消费者无所适从。

300元一颗钻刷一单挣 5元
随着淘宝交易量不断攀升， 代刷

信誉已成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卖家
与“刷客”联手欺骗消费者。 记者通过
网上搜索“网络兼职”。 发现很多代刷
网店信誉的兼职，随机打开一个进去，
就遇到了“客服 1”，添加后开始交谈。

“客服 1”表示，刷信誉主要是从网店
上拍商品，增加网店的商品销量、信用
积分以及评分，拍到后，店家会很快支
付佣金，成功一次可获 5元。

客服还介绍道， 刷客首先需要打
开几家店铺比较货物与价钱， 再与商
家聊天，讨价还价，最后下单支付。 2-
3 天后再确认收货， 交易结束后再结
算工资。 虽然是获得店铺名称等具体

信息后才进行操作， 但是中间步骤不
能缺少，这样才能躲避淘宝审查，避免
为店家带来麻烦。记者通过操作发现，
从搜索商品到下单，不超过 10分钟。

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淘宝刷信
誉”，会发现有不少账号可以提供淘宝
天猫店铺刷信誉的服务， 部分账号粉
丝数量多达千人。 QQ、微信等公开平
台上也存在众多淘宝刷信誉的账号。
据了解， 只需要提供淘宝账号与登录
密码， 代刷方就可以完成整个刷信誉
的过程，付 300元就可获得一个钻。而
被问及刷信誉是否会被淘宝方查到
时，对方称：“保证不会被查到，皇冠就
是这么刷出来的”。

� 建议严厉查
处违法行为

面对猖獗的刷单行为，
淘宝方面也是三令五申加
以禁止。据淘宝客服人员介
绍，淘宝网目前主要通过两
种手段来遏制刷信誉现象。
一是使用机器对店铺进行
排查，将出现异常情况如交
易过于频繁等店铺进行上
报。 二是动用人工团队，对
涉嫌刷信誉和好评的店铺
进行清查，保证店铺信誉的
真实性。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购
买商品前要充分了解商家
和商品信息，必要时通过实
体店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多
方核实和比对； 购买商品
后，务必索取和保留相关交
易凭证，养成良好的消费习
惯。 当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时，要及时主动维权。

同时，中消协呼吁加强
社会监督，鼓励广大消费者
参与对网络经营行为的监
督，自觉抵制、及时揭露和
投诉举报相关违规违法行
为，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网
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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