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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中国内地市场 15 年的万宁日前宣布，

近期在内地市场选取 23 家门店进行升

级改造。 其中，开设于 2012 年 12 月的

万宁太古汇店率先完成。 记者探店看

到，改造后的新店在形象、产品、购物体

验和交易方式等多个层面都进行了明

显调整，不仅在品类上升级，购物体验

的功能区也随之增加。

据万宁常务董事严海芸介绍，近年

来，万宁中国已实现门店上线移动支付

到自助收银再到上线外卖平台，再加上

之前已搭建起来的营运社交矩阵，接下

来的重心在于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顾

客服务。

不仅仅是万宁， 其“老对手” 屈

臣氏也积极开拓线上业务。 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会长裴亮表示， 联手电商平

台， 布局线上门店， 将成为化妆品专

营连锁店

（

CS

渠道）

今后销售的全新

增长点。 如今， 年轻消费者入店购物

时对导购的依赖性正在逐步降低， 借

助于网络上的美妆功课， 他们在入店

前已有了相当明确的购买目标， 而现

有的美妆视频教程、 达人功课虽然内

容丰富， 但以个人心得居多， 因此对

于阅读者或观看者的个性化问题通常

无法解决。 对此， 屈臣氏在 2017 年就

推出了 APP“莴笋”， 希望借助定制化

的线上服务， 来完善现有会员用户体

验的同时获得新用户、 布局线上线下

新零售。 另外， 屈臣氏还布局了天猫

旗舰店、 官网、 官方 APP 等线上渠道。

万宁则在天猫、 京东上线了旗舰店，

通过口碑产品对关键字搜索引擎的流

量覆盖实现线上旗舰店引流。

除了网店， 外卖平台也是 CS 渠道

开拓线上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

万宁就相继与京东到家、 美团闪购等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据了解， 截至目

前， 京东到家大概上线了 2000 个产品

组合， 覆盖了万宁 70%~80%的门店，

在没有增加额外库存和人力成本的前

提下， 不但实现了坪效的提升， 还实

现了 3 倍于线下传统门店流量的转化

率。 同样， 屈臣氏也宣布进驻饿了么

和美团平台。

不过，裴亮指出，线下门店要实现

数字化不代表着从线下完全倾斜到线

上， 线下仍是非常重要的展示触点，门

店顾问所提供的面对面服务是线上不

可取代的。 对于线上线下的用户引流转

化来说，已从几年前的导流为主，转化

成如今的抢占用户心智为重。 无论线上

线下， 通过品牌经营实现对用户端吸

引，是当下最关键的事。

严海芸也表示，万宁将更多的产品

组合转移到线上的同时，也在慢慢缩减

门店的产品组合，从而腾出更多空间做

好消费者的体验服务。

化妆品专营店加码数字化升级

网购成食品安全监管新漏洞

在网上购买进口奶粉、进口婴幼儿

辅食， 网上找人代购家乡特产煎饼、奶

皮子，花上数千元购买原产地在中国台

湾的老酒……这些在当下很多互联网

“原住民”看来再正常不过的销售、购买

行为，其实背后危险重重。

9 月 3 日， 记者从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发布的《涉食品安全案件审判

白皮书》中获悉，网购食品安全纠纷案

件如今已占到该院受理的全部涉食品

安全民事案件数的 64.4%。其中，五成以

上案件涉及进口食品问题，如食品经营

者销售的进口食品未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经国家出入境检

验检疫部门检疫等。 以“代购”等名销售

未经检验检疫的进口食品现象则“较为

普遍”。

“代购”奶粉不走海关？ 十倍赔

偿逃不掉

一个月里，徐某某分 3 次在邵某开

设的淘宝代购店购买了共计 4680 元的

日本奶粉。 这些奶粉的外包装均未见有

中文标签。 徐某某后来以所购商品“不

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起诉邵

某要求“退一赔十”。 一审法院判决邵某

退回徐某某货款 4680 元， 赔偿 46800

元，徐某某退还所购奶粉。 邵某不服，上

诉至上海市三中院， 二审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上海市三中院民事庭庭长姚建中

告诉记者，在该院审理的代购进口食品

案件中，绝大部分被告都提出过“代购

不是销售”的辩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代购行为均被法院认定为销售行

为。

法院认定邵某与徐某某之间属于

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代购关系”。 邵某

在网络平台发布奶粉信息，显著标识商

品为“现货”， 涉案订单均从浙江省发

货，因此法院推定邵某已拥有涉案奶粉

的“所有权”。 邵某自称的代购行为实为

“现货买卖行为”。 根据《乳制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乳制品销售者

有查验进货、审验供应商、禁止购进无

标签的乳制品等义务。 本案中，邵某网

店销售的涉案奶粉不符合上述规定。

食品安全法规定，进口食品应经检

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后，海关凭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关证明放行。 进

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

说明书。 生产商及配方实行注册认证、

进口需经严格的检验检疫、销售产品需

符合国家奶粉质量标准。

邵某销售的这些奶粉经境外邮寄

方式入境，未经海关检验检疫，生产地

日本属于未经注册准入地区，外包装既

无中文标签、说明书，亦无符合我国国

家标准的相关证明文件，不符合《食品

安全法》等的规定。

姚建中介绍，现实生活中，这样的

代购案例不在少数， 须引起消费者、代

购者和网络购物第三方平台的重视。

小作坊食品、 违规添加剂食品

照样能卖

张某某在淘宝上专门售卖新疆土

特产。 他在两个月时间里，卖给王某某

42 份“新疆特产正品罗布麻茶”， 共计

2068.85 元。 但没过多久，他就被王某某

以违反食品安全法为由告上了法庭，对

方要求其“退一赔十”。 一审、二审均支

持了王某某的诉请。

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

经营实行许可制度，食品安全标准应当

包括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

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即从事

食品生产、 销售应当依法先行取得许

可， 且该许可应当标明于食品预包装

上。

在本案中，张某某销售的“罗布麻

茶” 上未见食品经营许可或其他标志，

属于无证经营的食品。 张某某在二审中

提出，该罗布麻茶属于保健食品。 他销

售的“罗布麻茶”，外包装既无保健品批

准文号， 亦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标识，违

反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法院认为张某某作为经营者，未尽

进货查验义务，销售无证食品，属于明

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仍

销售的行为，因此支持了消费者诉请。

在另一起案件中，消费者姜某花了

5600 元在唐山某酒业公司开设的淘宝

店上够买了两瓶原产地为中国台湾的

“金门高粱金箔酒(限量发行)”。 但当他

把酒送给朋友时，却被朋友告知，金箔

不是食品添加剂， 不允许添加在食品

中。 卫生部明确规定，金箔不得作为食

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禁止金箔添加食

品中。 原告要求“退一赔十”。

上海市三中院认为，法律规定“食

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

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

的物品。 本案所涉商品为白酒，是食品。

而金箔既不是酒类食品生产的原料，又

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食用，故属于违法

添加物质。 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

姚建中告诉记者，在上海市三中院

的实际判案过程中，除了诸多网购实际

主题与入网登记实体不一致、销售未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自制食品、销售已

被认定为不合格食品情况，“很多在媒

体报道后、相关部门作出处罚后，仍然

在网上大卖的情况出现”。

第三方网购平台监管不严，行

政监管仍有欠缺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

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

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

务等义务的， 除承担相应行政责任外，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

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市三中院所掌握的数据，

当前发生在网购渠道的涉食品安全案

件数量远大于实体交易领域，并且出现

了已被认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仍然公开销售、销售未取得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证的自制食品、违规销售保

健食品等问题，“反映出第三方网购平

台在食品销售领域存在的问题较为突

出，也反映出第三方网购平台在落实监

管责任、履行监管义务方面存在不足”。

案件审理中也反映出，行政监管部

门对网购平台食品销售的监管仍存在

薄弱环节。 在相关案件中，生产销售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主体受到相

关行政处罚的数量较少。 从客观上来

看，互联网交易因其交易量大、商品流

通迅速、流通范围较广等特征，也确实

给行政监管带来难度。

法院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全国统一

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档案”， 建立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有效性。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