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8.30 北京商报

文化/旅游

4

编辑 赵天舒 美编 白杨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673syzx10@126.com

只收书不付款 收书蛙举起平台无责
“闲置书籍当废品卖掉太可惜”，瞄准这一市场需求的二手书交易平
台，凭借着“高价回收”的卖点，如今俨然已成为消费者眼中的香饽饽。而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接连收到消费者投诉称：“在‘收书蛙’上卖二手书，
平台收到货却迟迟不打款，客服态度敷衍，不予处理问题。”作为一款回
收专业教材类书籍的微信小程序，“收书蛙”尽管略显小众，但在成立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却得到了不少大学生的关注。但如今，究竟是什么让
“收书蛙”被消费者吐槽“不靠谱”？

货到不付款

只丢最贵的那本

“我是6月底在‘收书蛙’上申请回收旧书
的，书邮过去后也显示签收了，”消费者小唐
是西安某高校今年的应届毕业生，6月23日，
他在一款名为“收书蛙”的微信小程序上下
单，寄出了11本旧书。7天后，小唐查询快递
物流信息显示“对方已签收成功”，“ 但直到
今天，过去2个多月了，他们既没给钱，也不
退书。”
据“收书蛙”小程序上介绍，整个二手书
回收交易的流程是“用户扫码下单，预估书籍
—系统审核——
—平台安排指定快递上
价格——
门取件——
—快递签收——
—1至3天内平台完成
—打款到用户钱包”。
书籍核验——
“看到他们签收后，我就去问了客服
核验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在小唐提供的
聊 天 记 录 中 看 到 ，6月 30日 第 一 次 询 问
时，对方回复“毕业季包裹太多，核验最
迟2周内会完成”。“ 之后，我基本上每隔几
天就会去问一次核验结果，但每次客服都
以各种理由推脱，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
结果。”
贵州某高校的小威也遇到了同样的情
况。6月7日，他在“收书蛙”上卖了26本旧
书，预估价为157元，“ 快递在6月11日就显
示已签收了，之后我联系过客服很多次，对
方态度一直很敷衍，不处理问题，我现在已经
快放弃了”。

同样在“收书蛙”上下过单的消费者刘露
和小燕则遇到了更头痛的问题，“亲自打包的
包裹，书却少了”。6月17日，刘露在“收书蛙”
上卖出了8本旧书，预估价为29.03元，其中
《公司理财》（第九版）的预估价是15.63元，是
其中最贵的一本。“我跟小燕是在平台上分开
下单的，然后快递一起来取的。”刘露表示，当
她的核验结果出来后，“收书蛙”客服称“包裹
里少了一本书”，最终只付了13.4元，而少的书
恰好是里面最贵的那本。
刘露本已经自认倒霉，但当小燕的核验
结果出来后，她才发觉“自己可能被坑了”。客
服告诉小燕，她的包裹里少了3本书，但多出
了4本没有下单的书。按照平台规定，“多的书
不算钱，少的书也不给钱”，所以小燕实际拿
到了9元多，比预估价少了一半。刘露看到客
服发给室友的书单发现，小燕多出的4本书
里，有3本其实是自己下单的，其中就包括了
《公司理财》（第九版）。
“我跟小燕是先整理确定好自己的书
后，亲自看着快递员分别打包好的。”刘露
觉得很奇怪，“ 而且既然我下单的3本书都
在小燕的包裹里被发现，那客服为什么跟
我说只少了1本最贵的书，另外2本书又给
了我钱呢？”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的快递是同时被签
收的，但平台审核通过的时间却相差了一周。

“收书蛙”二手书回收交易流程

￥

消费者投诉“收书蛙”
1.收到货不付款
2.书籍丢失
3.物流状态不更新
4.客服态度敷衍，不处理问题

律师：商家涉嫌欺诈

实际流程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认
为，该平台“收到货后未按约定付款”“客服不
消费者1
消费者2
及时解决问题”“ 快递签收后不更新物流状
6月23日下单
6月17日下单8本二手书，
态”等行为已经涉嫌欺诈。“这已属于严重侵
11本二手书
预估价格29.03元
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如果该公司存在大面
审核通过
积的欺诈，想通过不当的方式来盈利，还可能
审核通过
涉嫌诈骗罪，可能将承担刑事责任。”
6月30日快递
6月23日被告知少了一本最
天眼查App显示，2019年9月30日，“收书
显示已签收
贵的书，平台付款13.4元
蛙”背后的丽水海纳图书经营有限公司因发
接下来2个月，平台迟
6月30日，自己下单的3本书
行24本非法出版物，被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迟不核验，客服推脱
出现在其他人书单中，其中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处以行政处罚，罚款5
不处理
一本是预估价最高的那本书
万元。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非法出版物
至今，平台未打款
平台客服拒不补款
包括：未经批准擅自出版、印刷或者复印的出
版物，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刊名称出版
最终，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收书蛙”负 的出版物，非法进口的出版物。
“如果不是快递员在我们面前打包后，回到快
赵虎进一步强调：“消费者如果遇到此类
递点又拆开弄乱，那就只可能是他们平台收 责人李永生。针对众多消费者反馈的问题，他
问题，可以先和商家进行协商。如果协商无
承认确实存在着上述情况，但反复强调，“我
到书后搞混的。”刘露猜测道。
果，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商家在说谎，就可以
另有多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称，在“收 们不会坑用户的钱”。
“主要是第一年做经验不足，目前我们 去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另外，作为商家应当
书蛙”上遇到了类似上述情况。每个人的吐槽
中几乎都提到了“收书蛙”客服“回复不及时” 总共收了四五万的单，肯定里面存在着一些 诚信经营，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如果真的遇
异常订单。忙的时候一天要处理几千个单， 到问题，应当及时和消费者进行沟通。”
“态度差”
“甩锅”
“不解决问题”等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周阳洋
有的人的单可能就会被漏掉，仓库里整理
”李永生同时提到，“ 目
平台：“我们不坑用户的钱” 书籍的员工不多。
前‘收书蛙’的客服只有我一人，所以很多
带着多位消费者的投诉，北京商报记者 时候来不及回复，再加上有同学寄‘盗版书’
先在“收书蛙”上询问在线客服，等待了5个小 ‘破损书’等情况，自己一生气就没有控制好
时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17：36，北京商报记 态度。”
者再次拨打小程序上预留的客服电话，发现
当北京商报记者继续追问“客服电话为
该电话已经处于关机状态。
何关机时”，李永生回复说：“我们不可能24小
扫码观看视频

霸占票房分账榜前列 网络电影“兽类”横行
越来越多的网络电影相继上线，而惊悚、悬疑、冒险一直是热门元
素，尤其是融合猛兽、怪兽的作品，往往更能吸引观众的视线。8月29日，
据灯塔专业版的网络电影全网分账票房榜显示，前15部作品中有5部均
与此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多部作品已上线数月，最长甚至已上线
4个月，但仍能保持着较高的热度，持续在榜单中占据一席之地。但随着
更多作品的上线，有噱头无真材实料的挑战也已渐渐显现，影响着市场
的后续发展。

用户扫码下单，预估书籍价格
系统审核
平台安排指定快递上门取件
快递签收
1至3天平台完成书籍核验
打款到用户钱包

时都在线，可能是没电了吧。”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李永生在淘宝上
经营了一家网店，专门用于销售从各地回收
到的二手书。记者对比价格发现，二手书在店
铺上的实际售价比预估价普遍高了2-10倍不
等。比如，《材料力学Ⅰ》（第六版）在“收书蛙”
上的预估价是1.36元，而店铺上的销售价为
14元；《计量经济学》（第三版） 的预估价是
1.06元，而销售价则为5.22元。

10部网络电影备案，但人们的注意力以及市
场空间均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有抓点来获得观
众的注意力。”在刘贺看来，不只是网络电影本
身数量庞大引发的竞争，目前休闲娱乐方式的
多元化也在抢占人们的注意力，因此更加考验
每一部作品。

有噱头无内容引挑战

尽管多部与猛兽、怪兽相关的网络电影能
够直接触动感官刺激来吸引大量观众，但也有
不少作品在上线后迟迟无法带动观众的观影
欲望而落寞地退出市场。
观众闫女士表示，有的作品里确实也有猛
兽、怪兽之类的形象，但只是空有一个噱头，故
事情节枯燥且苍白，看到前一秒便能知道后一
前15位中占据1/3
感官刺激带动观影欲望
秒会发生什么，缺少创新，同时角色的展现以
一部名为《水怪2：黑木林》的网络电影在
无论是《水怪2：黑木林》当下的高热度，还 及后期制作的效果也未能达到触动感官刺激
近日掀起较高的热度，上线9天以来，凭借着悬 是《变异巨蟒》《狂鳄海啸》等其他作品，在一段 的效果。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包括当下占据网络
疑、惊悚的氛围以及“水猴子”这一怪兽的设 时间内持续保持的热度，证明了该类作品在一
电影全网分账票房排行榜前列的作品也难以
定，已4次登上灯塔专业版网络电影票房分账 定程度上契合了当下观众的需求。
榜的日冠，其他单日也均居于榜单的第二位。
“融合惊悚、悬疑、冒险等元素，并在影片 逃脱观众的质疑，其中《狂鳄海啸》在豆瓣电影
正当《水怪2：黑木林》热度居高不下之时， 中添加猛兽、怪兽等形象的作品，抓住了观众 上的评分仅为3.6分，一星评分占比达到近五
包括《蛇王岛》《狂鳄海啸》在内的多部与怪兽 猎奇的心理，同时该类影片会通过画面、声音 成，有影评表示，不仅与此前同样选择巨鳄为
及怪兽相关的网络电影也依旧夺取着观众的 等方面直接刺激观众的感官，因此也会成为激 形象的电影作品较为相似，内容质量也不敌此
注意力，且据灯塔专业版显示，以上相关作品 发人们观影欲望的因素。”影评人刘贺如是说。 前的作品，影响观影体验。
据《Z世代观影偏好调查报告》显示，当下
在网络电影票房分账榜前15位中占据了1/3
也正是因为以上特点，有不少从业者愿意
的席位。
制作该类网络电影，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的年轻观众更加看重剧情是否足够丰富、内容
是否有思想深度、是否能激起情感共鸣，以上三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网络电影中，不 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个因素是受访者选择作品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重点网络影视剧信
乏已上线多月的作品。以《蛇王岛》为例，截
至8月29日，该部作品已上线一月有余。与此 息备案系统”的数据显示，2020年，共有4514 刘贺认为，目前网络电影正处于提质的发展时
“虽然
同时，《狂鳄海啸》也已上线了44天，累计分 部符合重点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制作相关规定 期，此时作品的内容品质显得更加关键，
账票房则已达到1192.4万元，此外，《变异巨 的网络电影进行备案。与此同时，2021年1-6 利用噱头进行宣发可以提升影响力，但这只是
蟒》更是早在5月2日便已上线，截至目前已 月，则有2243部网络电影完成备案，相较前两 短时间内的效果，观众长期因噱头被吸引观看
上线约4个月的时间，但仍居于单日分账票房 年每年均有超5000部网络电影备案相比，虽 影片，却无法得到预想的观影体验，便会降低信
任感，不利于市场今后的发展”。
排行榜的前15位，超过不少后续才上线的网 然整体数量有所减少，但规模仍不可小觑。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数千部的规模平均到每天意味着有超
络电影作品。

服贸观止

聚焦“银发经济”
2021智慧康养高峰论坛倒计时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荣蕾）作为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
卫生服务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智
慧康养高峰论坛将于9月6日在首钢园
举办。本届论坛以“发展银发经济 安享
健康生活”为主题，由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指导，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商报社联
合主办，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学
术支持。与会嘉宾将重点围绕国内医养
结合服务发展格局、产业规范和扶持政
策发展、智慧社区及科技康养、银发经
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开展学术
交流与研讨。
本届论坛大咖云集，“ 政、医、研、企”
等各界的上百名精英人士将汇聚一堂。政
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领导、知名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专家、相关行业知名企业的
负责人以及在养老方面有着先进经验的
日本嘉宾将同台进行发言和对话。
2020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
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
务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施策。“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指出，要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
型养老服务。其中，发展“银发经济”被重
点提及。
“银发经济”又称老年产业、老龄产
业，指的是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而产生的专
门为老年人消费服务的产业。随着中国社
会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呈现蓬勃
发展之势，老年人用品和服务供给数量及
品种不断丰富。据了解，对生活日用品的

需求，只是老年人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一
个方面，在衣、食、住、行、游、购、医、娱等
各方面，老年人都有着广泛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论坛上，《北京
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区域老龄
产业发展白皮书》、“健康上链工程”、医养
普惠健康资讯平台四项内容也将正式对
外发布。就北京市老年人口情况、北京市
各项老龄事业取得的最新成果、西城区老
龄产业发展现状、基于区块链和多方安全
计算的多中心医疗数据分析与共享平台
进行权威的发布及深度解读。对于激发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新期待，赢得科学应对老龄化
先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65岁以上人群，阿尔茨海默
症及相关认知疾病的患病率在5.3%左右。
为引导公众对阿尔茨海默症群体的正确
认知，让更多的人提早预防和早期诊断，
同时也给予失智症照顾者以帮助和支持，
西安汇智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本草头条
（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会同知名体检
机构将联合启动关爱阿尔茨海默症公益
行动，在提早预防和早期诊断方面给予病
患有效支持。
面对老龄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的
基本国情，作为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北京老龄协会和北京商报社联合打
造的品牌，“智慧康养高峰论坛”意在立足
北京、面向全国，共同探讨我国智慧康复
行业和养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之路，分享
国内智慧康复领域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
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康复产业生态，打
造国内康养产业风向标性的峰会，推动银
发经济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