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的赠品也应符合《产品质量法》的规定，

发现赠品有质量问题，可依法向商家索赔。

152018年11月8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首席视觉设计师／潘晶慧
E－mail：tangtx@fengone.com生活·理财

“双十一”套路多，网购攻略不能少
优惠规则复杂到“没朋友”，网友边吐槽边沉迷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各大电商平台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狂
欢节又来了，“剁手党”们已经纷纷行动，为购
物车“添砖加瓦”。与此同时，战队 PK、点赞获
取能量、好友助力……各种各样的优惠活动也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甚至还有留学生为了在优惠
活动中拔得头筹而去花钱买“赞”。

以往的“双十一”因为优惠规则复杂，被不
少网友吐槽为“研究‘双十一’
套路到秃顶”。而今年的“双十
一”，套路更是复杂到“没朋友”。
只是套路年年有，为何大家还是
边吐槽边乐此不疲，甘愿被“套”
呢？请看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
调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周航）近日，由中国

财富传媒集团主办的“2018 天府

金融论坛保险服务创新峰会暨首

届中国保险业金燕奖颁奖典礼”

在成都举办。太平人寿旗下两款

保险产品“太平福禄康瑞终身重

大疾病保险”、“太平美好金生终

身寿险”分别荣获“年度最佳重

疾终身（含身故）险奖”、“年度最

佳终身寿险奖”，公司同时获评“年

度最受消费者欢迎奖”。

“在吗？我正在 PK 人气赢能

量，快来为我点赞。”11 月 4 日，

长沙市民杨宁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她前一阵子总是会收到

微信好友发来的“点赞”邀请，

甚至有好几次被拉进亲朋好友的

“战队”里，到处拉人“求赞”。

杨宁所说的“点赞”“求赞”，

是今年“双十一”的“新套路”。“简

单来说，就是 2-5 人组队，每天

与其他战队拉赞 PK，点赞高的

队伍获得奖池能量，每 100 能量

可兑换 1 元红包，红包可用于天

猫和淘宝购买实物商品。”

那每个人最终又能分得多少

红包呢？“根据 PK 对手不同，赢

一场比赛可获得几千上万不等的

能量，PK 输了的一方则不获得

能量，同时进场 PK 还需要扣除

能量。”杨宁给记者简单地算了

一笔账，一般一 个战队的平均

拉赞人数为 30 人左右，扣除入

场能 量，活动结束时，不会 超

过 6000 能 量值， 相当于 60 元

红包，最后按照内部拉赞的比例

来分，人均最多可分 30 元。“而

实际上，为了拉赞，你需要厚着

脸皮去联系亲朋好友，可能最后

才分几块钱，费时又费力。”杨

宁吐槽说。

而一旦组队，每天的 PK 都

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一

直输掉 PK，能量值就会被扣光。

实在输不起了，你可以选择退出

战队，但 PK 期间所获能量值会

被清零，白忙活了。

“你在天猫每点开一个

店铺或者页面，大概也就

获得10 能量，赚 0.1元左

右。而现在大部分类目的

引流成本都超过了1 元，

甚至部分类目引流均价在

两位数。”从业十余年的

资深电商周维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表面上看

消费者确实在攒红包，实

际上这是一种“套路”：

消费者已经作为流量被天

猫、京东低价卖给商家。

那为什么很多消费者

明知是“坑”，最后拿不

到多少钱，为何依然愿意

入“套”呢？

“ 主要是‘PK 点赞’

的游戏规则简单，参与门

槛低。”知名电商“三只松

鼠”运营总监柳浩告诉今

日女报 /凤网记者，这种

裂变式的传播玩法，利用

了人情关系的补偿心理，

让很多消费者“甘心入套”，

“虽然很多人开始不感兴

趣，但人群中只要有几个

人在拉票，很快就能形成

一轮新的传播，最后变成

全民集赞活动。同时，以

往玩游戏，大多是和系

统玩，但是这个游戏却

是和人玩，还衍生出了喊

话式社交，这种时刻在

变化、永远猜不透，且

富有‘智慧’的对手能激

发人取胜的欲望”。

明知是 “套路”，
为何欲罢不能

“战队 PK”：可能白忙活一场

其 实， 消 费 者 并 不 糊 涂，

很 多人都明白“ 拉 赞 ” 换 不来

多 少折扣， 纯 粹是 噱 头和“ 套

路”。“但 这个游戏玩到后来就

不全 是为了红包， 而是 一种强

烈的 求 胜 欲。” 在 澳 大 利 亚留

学的刘同学告诉 记者，一向反

感这种拉人集赞活动的她，没

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深陷其中。

为了获得更多点赞， 她甚至 到

淘宝、闲鱼等平台花钱买“赞”，

“淘宝上一元一赞，一次最多点

20 个赞”。为了买到更多的赞，

刘 同 学 还 找了多 个 卖 家 对 接。

如 此一 来， 有可能她最后赚到

的红包，还不如“买赞”花掉的

钱多。

刘同学说，她如此费心费力

地去“拉赞”，“不是为了几块钱

的红包，就是为了在和别的战队

PK 时能赢”。同时，“PK 点赞”

战队修改名字的

功 能也让

她 玩

得 不 亦

乐乎，“比

如 你 今

天 改 成

‘求和’，

对 面 就

立马改成

‘承让’，特别

搞笑”。

女留学生淘宝“买赞”：为了胜利

你有花式套路

专家说法 我有“独家”攻略

相比心甘情愿“入套”的玩家，也有一些消费者保持着足够

的理性。撇开“套路”，我们来看看“双十一”有哪些实实在在

的购物攻略呢？ 

“网购达人”王沣经常会在网购中使用一些“薅羊毛”的小技巧。比如，

相比不是很靠谱的打折“神券”，在京东商城合理“拆单”可以获得真正

的实惠。

王沣说，“拆单”是按照金额比例来退货的，“比如说你有一张‘满

6000 减 600’的优惠券，而想买的物品只需要2000 元，可以选一个参

与活动的4000 元的其他商品，券后实付 5400 元，然后再退掉价值4000

元的商品。这时，京东会按比例退还 3600 元。总体算下来，这次购物相

当于打九折，花 1800 元买到了2000 元的商品”。

王沣表示，这种方式由于需要经常退货，有可能会被商家“拉黑”。

对此，周维表示：“京东在高风险用户行为分析准则中，会明确标示

拆单行为，建议消费者还是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周维介绍：“大部分商户都是可以讲价的，客服权限一般都是

标价的九折，客户可以多和客服沟通，申请优惠价。”

多和客服沟通可打九折

 网购达人巧妙“薅羊毛”

购物津贴最实用
“天猫‘双十一’最实在的还是购物津贴，因为它在绝大部分店铺

都能满400 元减 50 元，上不封顶，跨店通用。”曾在淘宝网等电商从

业的市民王昊告诉记者，可以通过积分抽取 10-100 元不等的购物津贴，

还可以通过大转盘等活动获取购物津贴。

善用比价网站

网购维权必看
面对铺天盖地的“双十一”促销信息，全国多地工商部门发出了消

费警示和提醒。记者综合了部分信息供大家参考。

消息股 >>

太平人寿斩获“最受欢迎”奖 

消费者在网购时一定要索取并保存购物凭证以及注意

保存与商家的交易内容、聊天记录、商品型号、规格、价格、

交易订单等页面，以作为维权证据。

缴纳定金需谨慎。预售产品要注意“定金”与“订金”

的区别，“定金”通常情况不予退还，尽量确定需求后再支付。

支付过“定金”的商品要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剩余款项，避免

因超期未付款遭受经济损失。

收货记得查验，防止出错、破损。“双十一”期间交易量

巨大，给商家和快递公司都带来巨大压力，故消费者收到货

物时尽量当面核验商品，查看货品是否无损。

扫一扫，分享省钱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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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提醒，消费者在选择商铺时，最好的方法还是善用比价网站，

如“网易惠惠助手”、“什么值得买”等，这样可以避免买到高价商品，

同时还可以看到这款商品的历史最低售价，减少入“坑”的概率。

T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