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交易平台“先行赔付”

【案例】

市民李先生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手机， 因手机质量问题投
诉卖家，却发现第三方平台缺乏对经营者基本信息的有效监督，
连经营者的单位名称、具体地址都不清楚。

【新消法】

“新消法”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接受
服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如果网络交易平台无法提供销售者
或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网络交易平台就要
承担先行赔偿责任。

【权威解读】

律师认为， 第三方交易平台在为网店提供销售平台的同时
也要先帮消费者“把好关”，一旦出现纠纷，提供不了店家信息，
它就需要为自身行为的失职而“买单”，“此条款的出台也是对网
络平台的一个警示，它们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维护网络
交易市场的安全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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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法”给网上买卖设规则

网购有法可依 买卖双方更有信心
� � � � 去不久的“双
11”， 市民王楠从网上购
买了洗衣液、洗发水、浴液
等物品， 花费 600 余元。
“活动力度大，买一次够用
一年。 ”已有 6 年网购经
历的王楠越来越喜欢网
购，她认为，去年施行的新
《消法》中规定的“七天无
理由退货”、“先行赔付”
等， 对买家权益保护很到
位，也更规范了卖家行为，
增强了买家信心。

今天就是“双 12”了，
她早已将心仪的商品放进
了购物车，准备“买买买”，

“网购有了法律做保障，对
买卖双方都是好事。 ”

网购消费者的七日“后悔权”
【案例】

11 月 24 日，市民胡女士反映，她网购的皮草外套，收到
货后感觉颜色不好， 就申请了七日无理由退货， 商家一直推
脱，胡女士要求退货，请求帮助。 经当地“12315”工作人员调
解，商家已将 176元的货款全额退还给了胡女士。

【新消法】
七日无理由退货，运费自理

“新消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
销售商品，除了特殊情况，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但消费者需要为“反悔”埋单，承担
退货运费。

“4+1”种商品除外

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
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以及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了这四类商品之外，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
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退货商品应当完好

“新消法”规定：无理由退货的商品，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
完好。 对于如何确定商品完好，目前业内的一致看法是“不影响
二次销售”。

收到退货后 7日内退款

除了退货范围，“新消法”也对如何退货退款作了限定：经营
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
款。

【权威解读】

律师认为，“七天无理由退货” 对消费者和网络经营者都有
利，“这个条款的出台，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其实是双赢的。”
他介绍，按照国际惯例，七天在业内叫冷静期或反悔期，也就是
说法律赋予消费者在适当期间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大多数的
消费者都是理性的，拥有了这个“后悔权”后，网络消费者会更大
胆地去选择中意的产品，更愿意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购物，反而更
利于网店卖家开展经营。

■部门
有法可依 处理纠纷更便利

近年来，本市“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
中心的热线接到的网购咨询投诉案例数量
呈上升趋势。 工作人员表示，过去，在遇到
一些网购纠纷时，因法律规定不完善，处理
时不太容易，但在“新消法”实施后，一些问
题便得到了较好处理。

例如， 以前消费者网购商品如果是因
为个人喜好等原因要求商家退货，“12315”
没有支持消费者退货要求的法律依据，但
在新消法实施后， 就可以支持消费者网购
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要求。

■卖家
净化网购环境 创造良性竞争

昨日，85 后小悦正在将顾客从网店订
购的护肤品打包。打包结束，她又忙着将店
内“双 12”活动规则再检查一遍，第二天就
是活动正日子，这令她既兴奋又紧张。

谈起“新消法”对网购的影响，已经开
了 8年网店的小悦很感慨地说：“最初网上
开店，没有任何压力，因为没有任何规矩存
在。 ”不过，小悦坦言，没有规矩，也容易造
成无序竞争，最终伤害买卖双方的利益。

从卖家交纳保证金，到承诺“七天无理
由退货”，各种规则的出台，给网上卖家立
了不少规矩，但小悦认为这是好事。“卖家
越来越规范， 就会让买家更有信心加入网
购。 同时，也能因此淘汰一批无良卖家，净
化网购环境，让竞争更有序。 ”

颇有同感的，还有本市网商“爱宝贝烘
焙”。 她已经营了 7年网店，网购的相关法
律出台，让她从事网络销售也更有信心。过
去遭遇过的买家用“差评”要挟卖家等网购
纠纷，如今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再遭遇时，
处理起来更方便、 周到， 对买卖双方都有
利。

“‘新消法’ 更有利于打造网购公平竞
争环境，让消费者信心更强，也规范了买卖
双方的行为， 在处理买卖纠纷时， 有法可
依，有规矩可讲，是件好事。 ”她说。

■买家
网上买东西更放心、安心

“‘七日无理由退货’ 真是方便。 ”“双
11”时，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牛仔裤，收
货后，穿到身上太紧。于是，她联系客服，要
求“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方爽快答应。而且
在她将裤子寄出后， 因自己已达到购物网
站的信誉条件，还享受到了“极速退款”特
权。

这样周到的服务， 在张女士刚开始网
购时，是无法想象的。“网购有了法律规范，
会增加买卖双方的信心， 也会规范双方行
为。”张女士说，她收到裤子时，一定会检查
吊牌等是否完好，裤子是否有质量问题，并
在寄回时，也注意保持原样，不影响卖家二
次销售，“‘新消法’让网购更安心、放心。 ”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聂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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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规范， 就会让买家更有信心加入网
购。 同时，也能因此淘汰一批无良卖家，净
化网购环境，让竞争更有序。 ”

颇有同感的，还有本市网商“爱宝贝烘
焙”。 她已经营了 7年网店，网购的相关法
律出台，让她从事网络销售也更有信心。过
去遭遇过的买家用“差评”要挟卖家等网购
纠纷，如今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再遭遇时，
处理起来更方便、 周到， 对买卖双方都有
利。

“‘新消法’ 更有利于打造网购公平竞
争环境，让消费者信心更强，也规范了买卖
双方的行为， 在处理买卖纠纷时， 有法可
依，有规矩可讲，是件好事。 ”她说。

■买家
网上买东西更放心、安心

“‘七日无理由退货’ 真是方便。 ”“双
11”时，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牛仔裤，收
货后，穿到身上太紧。于是，她联系客服，要
求“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方爽快答应。而且
在她将裤子寄出后， 因自己已达到购物网
站的信誉条件，还享受到了“极速退款”特
权。

这样周到的服务， 在张女士刚开始网
购时，是无法想象的。“网购有了法律规范，
会增加买卖双方的信心， 也会规范双方行
为。”张女士说，她收到裤子时，一定会检查
吊牌等是否完好，裤子是否有质量问题，并
在寄回时，也注意保持原样，不影响卖家二
次销售，“‘新消法’让网购更安心、放心。 ”

网络交易平台“先行赔付”

【案例】

市民李先生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手机， 因手机质量问题投
诉卖家，却发现第三方平台缺乏对经营者基本信息的有效监督，
连经营者的单位名称、具体地址都不清楚。

【新消法】

“新消法”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接受
服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如果网络交易平台无法提供销售者
或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网络交易平台就要
承担先行赔偿责任。

【权威解读】

律师认为， 第三方交易平台在为网店提供销售平台的同时
也要先帮消费者“把好关”，一旦出现纠纷，提供不了店家信息，
它就需要为自身行为的失职而“买单”，“此条款的出台也是对网
络平台的一个警示，它们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维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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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法】
七日无理由退货，运费自理

“新消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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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退货商品应当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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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退货后 7日内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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