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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退货有别 加拿大鹅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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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月度成交7连跌 北京二手房要反弹？

北京商报2021.12.2

退货被质疑“双标”

事件起源于10月27日，上海一位女士在

当地位于国金中心商场内的“加拿大鹅”专门

店，花11400元购买了一件型号为9512M的

羽绒服，回家后发现衣服的商标绣错了，中心

太阳处多绣了一根弧线，便回去向该门店店

长投诉要求退货，店长称没有权力退货需要

总公司解决。该女士还称，购衣时曾被店员要

求签署“更换条款”，条款显示除非相关法律

另有规定，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

货品均不得退货。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认为，加拿大鹅提到的除法律规定外，不予退

货，如果要抠字眼确实没问题，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里关于退、换、修相关的法律规则就

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所以，按照

法律规定，加拿大鹅应该退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有规定，实体店如果确实存在货不对板，

质量有问题，消费者都有权利要求退货。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发现，《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

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

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

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

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

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

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此外，在加拿大鹅加拿大官网可以看到，

加拿大鹅针对国外消费者推出30天退货政策

提到：“在2021年11月8日或之后购买的任何

商品均可在2022年1月10日之前退回至任何

CanadaGoose店铺。在线订单必须2022年1

月10日之前邮寄出。在2021年11月8日之前

或2022年1月10日之后购买的商品，2022年

仍将适用标准的30天退货政策。”退货条件仅

为“未清洗过、未穿戴过，仍有吊牌”。

霸王条款？

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加拿大鹅对此事作

出了官方回应。加拿大鹅在官方微博发布声

明称，加拿大鹅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严格

执行退换货政策，全力保障消费者权益，加拿

大鹅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更换条款》中第一

条的含义为：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

货退款。第七条进一步明确，更换条款不影响

顾客依据相关法律享有的权利。

然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

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

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

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

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与此同时，上海市消

保委在12月1日上午对加拿大鹅进行了格式

条款约谈，要求加拿大鹅在12月2日中午前提

交《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

在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看来，在

中国的消费环境下，一般只有出质量问题才

会允许消费者退货，这和西方国家无条件退

货方式不同，因此加拿大鹅在中国市场不退货

政策也算入乡随俗。对于消费者而言，在小票

标签齐全而又无质量问题，在中国内地是没有

无理由退货的权利的。商家拒绝退货也合法

合规。这种情况下是否退货，需要双方协商。

就此次不退货事件，北京商报记者对加

拿大鹅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中国市场捞金

陷入“双标”争议的加拿大鹅正在着重发

力中国市场。

从业绩数据来看，加拿大鹅在中国市场

的增速不小。数据显示，2020年三季度，加拿

大鹅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上涨35.9%，直营零

售业务上涨41.7%，前三季度收入增幅为

30.5%，推动亚太地区整体销售额上涨11.9%

至1.85亿加元。

2021年三季度，加拿大鹅在中国市场直

营渠道的销售额涨幅高达85.9%。在财报中，

加拿大鹅强调中国市场对整体销售额的贡

献，并预计在假日季到来时中国市场对奢侈

羽绒服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

或基于业绩的快速增长，加拿大鹅在中

国的扩张速度也在加大。据了解，仅在今年下

半年，加拿大鹅即在中国市场开设6家专卖店。

截至目前，加拿大鹅在中国市场已拥有超15家

门店，而其在加拿大本土的门店数量仅为9家。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表示，加拿大鹅在

中国的发展正处于成长阶段，呈现快速增长，

企业具有一定话语权，对消费者来说较为强

势，不排除存在店大欺客的情况。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企业在此发展阶段管理、服务、售后配

套等方面还有待完善。

深圳市思其晟公司CEO伍岱麒表示，加

拿大鹅想布局发力中国市场，还需要在售后

配套等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不尊重中国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也不考虑消费者的心理和情

感需求，会引发负面新闻扩大影响，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张君花

临近年末，北京二手房市场却出来了“翘尾”行情。北京商报记者12月1

日从机构获得的数据显示，11月北京二手房结束连续7个月的环比成交下滑，

达到10352套。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市场本身连跌后的自我修复和信贷

环境的改善，是推动北京二手房成交量触底反弹的关键因素，但是能否持续，

还要看明年初的信贷政策。

环比上涨15%

机构数据显示，2021年11月，北京二手

房住宅成交量约10352套，同比仍处于下降，

但成交量较上月回升了约15%。值得注意的

是，这是连续7个月下降后，年内北京二手房

成交量的首次回升。

时间拉回到今年初，北京二手房成交量

在3月达到顶峰，达到约2.2万套，此后成交

量、成交面积一路走低。7、8、9月北京二手房

成交量分别为17082套、15379套、12145套，

环比下降比例分别为7.3%、10%、21%。今年

10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跌破万套。

此次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年末“翘尾”，虽

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上述变

化，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信贷环境改

善，是推动北京二手房成交量触底反弹的

关键因素。

也有市场观点认为，11月成交量回暖，

是北京二手房市场的自我修复，受低基数效

应影响，二手房成交量出现小幅回升。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11月

二手房成交量会多于10月，主要是因为10月

长假期的影响，北京楼市整体仍处于冰点。

目前为止，今年7月后购房的新房、二手房均

未放款，严重制约了市场成交，且从趋势来

看，接近年底，房贷有更明显收紧的可能性，

市场成交量或持续低迷。

部分小区成交价下跌

经过前几个月的连续“冷遇”，北京二

手房的价格空间也变得更大，购房需求释

放回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几个月北京二

手房价格涨幅也由涨转跌，且呈现不断走低

趋势，7-10月北京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分别

为0.7%、0.4%、-0.2%和-0.5%。在70个大中

城市中，10月二手住宅房价下跌城市为64

个，比上月增加12个。

这一点，从北京商报记者重点监测的部

分热门二手房小区也可见一二。

在东城区的地坛北里，本轮二手房成交

下滑趋势出现前，该小区的挂牌均价约为

13.2万元/平方米，成交价与挂牌价持平，最

高单价曾经达到13.6万元/平方米，随着多校

划片的严格执行、离婚漏洞的封堵以及信贷

政策的收紧，多项效应叠加后，目前成交的

最低价格下探至11.4万元/平方米，挂牌价格

在10.9万-13万元/平方米不等。

在西城区的德胜片区，多个热门小区的

挂牌价格也从此前的17万元/ 平方米下探

至16万元/ 平方米，以阳光丽景、德胜里一

区为例，前者大户型房源挂牌价最先出现

下调，后者小区内挂牌的大部分房源已经

降至16万元/平方米。

“虽然房产税等长期政策让大家感受到

了利空，但刚需购房者的婚不能不接、父母

不能不照顾、孩子不能不生，在价格下探到

一定的位置，信贷再相对友好一些，成交量

一定会有释放。”北京某头部经纪公司和平

里大区的经理如此评价11月的二手房成交

数据。

议价空间仍在

随着11月数据实际反弹和来自信贷的

“友好”，不少购房者开始咨询“市场是否真

的反弹了”以及什么时候该出手。

“应该说，这两个月累积的刚需客已

经有出手的，后续就看市场资金的情

况。”上述头部经纪公司经纪人指出，目

前二手房的价格确实没有调整到位，还

有一定的议价空间，但11月下半月以来

已经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议价空间的降低。

“这种降低在没有明确信贷政策走势出来

之前，谁都不好判断是短期还是长期的一

个信号。”

另外一个维度的判断来自小业主，也就

是卖房人。多位经历了“屠刀砍价”的小业主

直言：并不着急卖，如果真没合适的价格，干

脆就下架。“现在的业主心态也发生了变

化———卖不动就不卖了成了很多人的选

择。”美股上市的某经纪公司安交片区的负

责人透露，自己管理的门店，此前就遇到过

这种情况：原本某套90平方米西南向两居室

房源的市场成交价是950万元左右，在连续

卖了三套后，小区另一家业主直接将出让价

格抬高至1200万元。

尽管如此，包括这位经纪人在内的多

位经纪公司经纪人都建议这位业主适当

下调价格，避免无用功，但小业主不为所

动，在几次三番的沟通后，甚至以“卖不出

去就不卖了”为由，直接要求经纪公司下

架房源。

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表示，信贷政策放松

对于二手房市场是利好消息，但目前成交状

况远没有恢复到往年同期水平，市场信心塑

造仍需要时间。此外，临近年末房企业绩指

标压力明显，新房市场会对二手房市场造成

较大冲击，整体回暖仍有待观察。

在张大伟看来，第二轮集中供地项目依

然有大量即将在最近入市，市场酝酿供应继

续明显增加，而贷款难严重制约市场成交，

整体看，北京楼市在年末酝酿明显的价格

战，市场在12月将继续调整，在贷款缓解后

才有可能企稳。

北京商报记者王寅浩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具备热搜体

质的苹果，连续两天登上微博热搜榜，只不

过，前一天是因为再次成为中国市场最大智

能手机厂商，12月1日却是因为“iPhone现红

绿双色屏”。

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在黑猫投诉平

台以“iPhone绿屏”为关键词搜索，已经有

470单相关投诉，绿屏手机型号涉及iPhone

12系列和今年发布的iPhone13系列。消费

者遇到的绿屏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屏幕上

的绿色随时间逐渐加深，有的则是屏幕出现

了一边绿一边红的情况，还有网友表示，自

己的iPhone屏幕动不动就变粉了。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消费者的投诉多集

中于售后问题。一位消费者投诉“Apple支

持”，称自己于2021年1月在（苹果）官网购买

了一台iPhone12ProMax，却在使用一两

个月后，发现在暗光下屏幕发绿的问题，联

系客服解决，客服表示超出14天不能退换，

后续会以系统修复。期间这位消费者屡次联

系客服无果，如今已经过去大半年时间，苹

果官方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还有一位消费者称，自己在某地万达广

场一家苹果授权经销商门店购买一台

iPhone13ProMax，当天晚上关灯玩手机

发现屏幕显示异常，左绿右红，肉眼清晰看

见，极度影响使用体验，找到门店沟通退换

货未果，店家要求返厂检测。通过苹果售后

进行返厂检测，检测报告结果显示硬件无异

常，因此苹果售后拒绝维修解决此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到，

消费者投诉的主体并不都是苹果公司，还有

多家电商平台。

一位消费者表示，“这屏幕只要背景黑

一点，屏幕马上‘左边绿，右边红’，白色背景

不明显，但是显示能看出颜色不一致。但是

在某电商平台商家购买后遇到类似问题，售

后直接不理人，而且还忽悠消费者这情况不

属于质量问题”。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买的iPhone12资

源机买回来后发现手机在低亮度情况下绿

屏，中亮度和低亮度下显示也是阴阳屏，明

显属于质量问题，和客服多次沟通，但对方

很敷衍，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属于产品质

量问题要求进行退货处理。”这位消费者投

诉了该二手交易平台的“客服中心”。

对于以上问题，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苹

果中国方面关于此事如何解决的问题，但截

至发稿对方未给出回复。

按照苹果日常的维修规定，在保修期内

的产品，如果不是人为损坏，该公司会免费

提供维修服务。现在的问题是，据黑猫投诉

平台上一些消费者的反馈，苹果售后不是

“以正在调查为由不断推延敷衍”，就是检测

后称结果正常，不予解决，有的消费者反馈

了大半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此前一天，据CounterpointResearch

公布的月度数据，苹果以865万台的销售数

据在今年10月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品

牌，这也是苹果自2015年12月以来首次成为

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品牌。

要知道，能再次登顶中国手机市场，除

了有华为被迫“退赛”的因素，iPhone13功

不可没。现在被曝出屏幕问题，消费者还会

继续下单吗？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事实上，这些年来，

iPhone出现质量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

苹果的品牌早已不是质量的保障，但不少消

费者依然愿意为之花钱。

就以iPhone13系列为例，发布以来，除

了绿屏问题，还被曝出存在开机跳屏、拍照

自带黑点马赛克、备份恢复bug、蜂窝数据自

动开关、通话信号差、间歇性触控失灵等问

题。然而，苹果还是能被消费者送上中国智

能手机市场销量第一的宝座。

在通信专家马继华看来：“苹果手机的

质量问题一直不断，但相对其他品牌，并不

是特别突出，加上果粉崇拜，并没有成为销

售阻碍。品牌光环是有巨大价值的，苹果还

将继续享受乔布斯的红利。”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质量问题曝出，

消费者对苹果的粉丝滤镜未必不会被打碎，

因为在国内市场，手机行业并不是没有前车

之鉴。

加拿大鹅退货事件

2021年
9月

加拿大鹅因虚假宣传

被罚45万元

2021年
11月10日

加拿大鹅口罩售价高达千

元，备受消费者质疑

2021年12月1日

凌晨

加拿大鹅规定中

国大陆门店不得

退货登上热搜

上午

加拿大鹅被上海

消保委约谈，相关

词条登上热搜

10点

加拿大鹅官方发布声明称在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中国大陆地

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

加拿大鹅历年业绩

2021财年2019财年 2020财年

营收（亿加元）

净利润（亿加元）

8.3

0.96

9.58

1.52

9.04

0.7

◇ 同比

◇隍46.41%

◇隍344.91%

◇隍15.36%

◇隍5.64%。

◇隗5.68%

◇隗53.72%

加拿大鹅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次是因退货问题被质疑“双标”。12月1日，针对退货事件，上海市消保委约谈了加

拿大鹅关联公司希计（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同一天，加拿大鹅上海环贸门店店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除相关法律规定外

不能进行退货，不支持无理由退货”。而加拿大鹅在加拿大官方网站针对国外用户推出30天退货政策则称“将接受带有原

始标签的未洗过、未磨损或有缺陷的商品的退货”。虚假宣传，双标对待，“羽绒服界爱马仕”的光环加身，换来的却是黑料

满地。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货不对板、出现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商家必须为消费者办理退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