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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雙節棍”的 2020 年“雙 11”不負市場厚望、釋放驚人潛力。  

  國家郵政局資料顯示，11 月 1 日-11 日，全國郵政、快遞企業共處理快

件 39.65 億件，其中 11 月 11 日當天共處理快件 6.75 億件，同比增長 26.16%，

再創歷史新高。 

  央行資料則顯示，“雙 11”期間，網聯、銀聯共處理網路支付業務 22.43

億筆、金額 1.77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26.08%、19.60%；11 日當天，合計

最高併發量 10.9 萬筆/秒，同比增長 26.19%，創歷史新高。 

  資料說明：“史上最長”網購節彰顯出中國消費啟動國際生產引擎、帶動

全球經濟共振的強勁勢頭；“全球最大”消費季見證了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市場

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持續賦能的嶄新活力。 

  與網購促銷運行週期、活動節奏的變化同步，覆蓋餐飲外賣、休閒娛樂、

車房銷售、醫療醫美、同城零售等本地生活服務的“雙 11 第二戰場”也強勢啟

動。新舊業態共赴“網約”、線上線下百花齊放。 

  為全面瞭解“雙 11”期間消費者意見和建議，切實發揮社會監督作用，聚

焦“購物節”消費體驗短板，完善“消費季”糾紛解決機制，中國消費者協會利

用互聯網輿情監測系統，對 10 月 20 日-11 月 15 日期間相關消費維權情況進

行了網路大資料輿情分析。  

 

  一、消費維權輿情基本情況  

  在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5 日共計 27 天監測期內，系統共收集“雙 11”相

關“消費維權”類資訊 14296274 條，日均信息量約 53 萬條。監測期間，“消費

維權”資訊曲線呈波動走勢，並在 10 月 21 日、11 月 1 日和 11 日出現三個輿

情聲量高點，高點出現與多家頭部電商平台的開幕“狂歡”和兩波促銷密切相

關。其中，峰值出現在 11 月 11 日，為 1051437 條。 

 



 

圖 1  “消費維權”日信息量 

 

  從信息傳播渠道來看，微博是“雙 11”期間“消費維權”類資訊傳播主管道，

信息量占比 56.30%；其次是用戶端，信息量占比 18.16%；第三是微信，信息

量占比 12.16%。 

 

圖 2  “消費維權”管道信息量及占比分佈 

 

  二、“雙 11”消費維權資訊問題集中領域及典型案例  



  監測期內，通過輿情監測系統共監測到 “吐槽類 ” “消費維權 ”資訊

2045862 條，占“消費維權”資訊總量的 14.31%。（見圖 3） 

  此類信息體現了消費者對其所接受商品和服務的負面評價，兼具引發消

費維權負面輿情的“敏感”屬性，本報告將其歸納表述為“消費維權”負面敏感

資訊，並著重進行分析。 

 

圖 3  “吐槽類”消費維權資訊占比圖 

 

  槽點密、熱度高，是今年“雙 11”線上線下兩個消費場域輿情的最大特點。  

  監測發現，今年“雙 11”促銷活動期間消費負面資訊主要集中在直播帶貨、

不合理規則兩個方面。 

  （一）直播帶貨：明星直播圈粉熱刷單售假頻“翻車”   

  監測期內，共收集有關“直播帶貨”類負面資訊 334083 條。每日負面信息

量較為平穩，日均在 12373 條左右，其中 11 月 11 日輿情信息量最高。 

  輿情在直播方面話題的高度集中與今年“雙 11”對直播這一電商 “新標

配”、商家“新基建”、流量“新入口”的格外依賴有關，從本次監測的輿情回饋

來看，直播帶貨的“槽點”主要集中在明星帶貨涉嫌刷單造假，售後服務滿意

度低、體驗較差兩個方面。  

  1、資料流程量真真假假 直播人氣“霧裡看花” 



  一方面，觀看人數吹牛、銷售資料“注水”等“影響力”指標的造假，已經

形成一條產業鏈。而另一方面，惡意刷單、花式踢館、虛假舉報等同業競爭

也污染了直播生態。 

  典型案例 1：汪涵直播帶貨翻車疑雲。@新浪科技：“【#簽約方回應汪涵

直播帶貨翻車# 簽約方回應】日前，“汪涵帶貨疑似造假刷單”的話題引發關

注。網路中流傳的朋友圈截圖顯示，11 月 6 日汪涵“順德專場直播”中，有商

家繳納 10萬元開播費後，當天成交 1323台，退款 1012台，退款率高達 76.4%。

而且其他商家也有類似遭遇，導致店鋪收到了平台虛假交易警告。 針對汪涵

疑似 “刷單”行為，汪涵簽約方銀河眾星回應稱“這是假的”，公司沒有任何虛

構資料或購買流量的行為，只是幫該電商平台帳號做一次直播執行，沒有必

要去刷單，這次刷單後退單具有惡意攻擊特徵。目前平台方正在介入調查，

具體攻擊源頭還未查清。 

  17 日，爆料者白濤發佈聲明，稱汪涵帶貨造假傳聞屬於虛假不實消息。

“我今天正式做出聲明，那些通過惡意刷單再撤單手段攻擊我的店鋪，導致我

店鋪被降權的人，我希望你能將心思放到商業的正道上來”。 

  典型案例 2：李雪琴親歷直播帶貨造假。 據@介面新聞報導：11 月 11 日

晚，當紅脫口秀演員李雪琴與楊天真等被邀嘉賓在某平台參與了一場直播活

動，這場主要銷售數碼產品的帶貨直播，最終在 311 萬人群的圍觀和粉絲對

李雪琴依依不捨的道別中結束。  

  李雪琴或許不知道，剛剛和她互動的大部分都是虛假的機器人粉絲。一

位全程參與此次直播的工作人員告訴《深網》，當天結束時的 311 萬觀眾中，

只有不到 11 萬真實存在，其他觀眾人數都是花錢刷量，而評論區與李雪琴親

切互動的“粉絲”的評論，絕大部分也是機器刷出來的。  

  “這次直播我們需要維護 300 萬人氣加互動點贊，結束是 311 萬，自然人

氣也就不到 11 萬。”該工作人員對《深網》表示，此次直播由平台發起，承

接的主辦方把直播效果維護交給了某傳媒公司，傳媒公司再把直播人氣和互

動等需求，外包給一家刷單機構。  

  2、明星直播生意火爆  售後服務無人買單 

  直播帶貨雖然火爆，但相當一部分只顧著聚流量、擴銷量的商家其實並

沒有相應的售後服務體系；同時，商家、主播之間責任界定不清晰，遇到售

後問題時互相“踢皮球”，進而引發消費者圍觀吐槽。 

  典型案例 3：李佳琦直播間“買完不讓換”。@galaxy_瑤瑤：#李佳琦[超

話]#你們直播間什麼操作？第一次翻車，是只管賣，不管售後了麼？買完不

讓換什麼意思？那在直播間搶什麼搶？費那麼大勁搶完了，結果出現品質問



題，一句讓我退貨不讓我換搪塞我？我還怎麼敢在直播間買東西？@李佳琦

直播官方微博 

 

 

圖 4 直播帶貨負面資訊日趨勢圖  

 

  （二）不合理規則：套路繁複算計太深  “薅羊毛”人屢被“割韭菜” 

  監測期內，共收集有關促銷規則類負面資訊 915029 條，相關負面資訊在

11 月 1 日和 11 日較多。 

  “雙 11”期間促銷規則相關輿情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電商選擇性推送優惠券精准殺熟；平台利用演算法技術給不同類型

消費者資料“畫像”並量身定制更“懂你”的商品和服務，老用戶看到的價格比

新用戶貴，或搜索到的結果比新用戶少。而蒙受損失的消費者一旦識破套路，

即通過網路吐槽表達不滿。  

  二是不合併付尾款不能使用滿減優惠券、不付尾款不能退款、付尾款必

須熬到凌晨、雙 11 當天不能退款等“硬規則”引發的無奈“吐槽”熱度持續時間

較長。 

  三是諸如計算滿減、津貼、紅包、合併購買等堪比數學考題的玩法抬高

了消費者的時間成本，降低了便捷感體驗，導致“尾款人”熱情下降。 

  “熬最晚的夜、搶最便宜的貨、敷最貴的面膜！”“拿著時間換錢，我感覺

被遊戲玩了”等輿情吐槽直指促銷套路、商家規則的花樣多、心機深。  



 

圖 5 有關不合理規則類負面資訊日趨勢圖  

  典型案例 1：電商選擇性推送優惠券精准殺熟。11 月 4 日，@央視網快

看：“#電商大促警惕大資料殺熟#【#網購同一商品不同帳號價格差 25 元#】

今年從 11 月 1 號就開始“雙 11”網購節，讓不少消費者準備清空購物車，買

個痛快。但是買買買的同時，還要警惕一件事，那就是大資料“殺熟”。10 月

16 日，北京的韓女士使用手機在某電商平台購物時，中途錯用了另一部手機

結帳，卻意外發現，同一商家的同樣一件商品，註冊至今 12 年、經常使用、

總計消費近 26 萬元的高級會員帳號，反而比註冊至今 5 年多、很少使用、總

計消費 2400 多元的普通帳號，價格貴了 25 塊錢。” 

  典型案例 2：忘記合併付尾款，損失太大了。11 月 1 日@宋茜：“#忘了

合併付尾款# 為什麼不早點上熱搜哦不知道我損失了多少捏 ...小八下個月的

水果可能要省著吃了。” 

  典型案例 3：想退款？先付了尾款。11 月 2 日，@新浪科技：“#付尾款

後才能退款是否合理#【光明日報刊文：“沖啊尾款人”，剁手這麼上頭？】作

為一個“人造節日”，雙十一越來越名副其實。它的儀式感越來越隆重，商家

不斷強化儀式感，增強消費者的參與感。對於消費者的吐槽和呼聲，還是要

重視起來，如果先漲後降、以次充好，套路防不勝防，消費者參與雙十一的

情感和欲望被過度消費，多年建立起來的符號含義也會被逐漸消解。” 

  典型案例 4：“雙 11”當天不能退款。11 月 11 日，@壹小寒：“很多人說

的，雙十一當天退款入口關閉#不能退款#！！！ 提示上已經寫的很清楚了，

【因商家訂單量劇增，為説明商家有序服務消費者】“未發貨”訂單 的退款入

口於 11 月 11 日 0 點關閉，11 月 12 日 0 點開通。所以想要退款的 11 月 12

日 0 點再去試試吧！” 

  典型案例 5：被高潔絲氣“暈”。11 月 11 日，@娛樂榜姐：“#被高潔絲氣

死# 這是什麼操作啊，大半夜被氣死了。” 

@圈內星探：“#被高潔絲氣死# 買兩件有折扣，結果限購一件？這是什麼迷惑

行為啊？雙十一明目張膽的虛假宣傳可還行？” 



 

  三、“雙 11”兩大消費槽點釋放三大信號  

  槽點集中、熱度較高。“熱門話題”與網購交易同屏同頻，“買買買”與“說

說說”即時互動，成為今年“雙 11”線上線下兩個消費場域輿情的最大特點。  

  而輿情中呈現的部分領域消費者逐漸回流線下的態勢，也提醒業態解構

與重塑或正悄然進行，相關經營主體必須要有敏銳感知與快速反應。對此，

今年“雙 11”輿情資料已密集釋放出三個方面的信號：  

  一是以各種形式隱匿於網路經濟“灰色地帶”的“大資料殺熟、不公平不合

理定價、拒絕交易以及二選一”等將面臨被法律法規清晰界定、有效追責。對

此，各相關主體應有清醒的認識和必要的準備。  

  從今年 10 月“雙 11”預熱季開始，全國各級各地市場監管部門和消費維

權組織密集發聲，通過專項執法、行政約談、勸喻提醒等方式，提醒各相關

經營主體不斷強化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共同促進線上經濟健康規範發展。 

  以 11 月 10 日市場監管總局公佈的《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

（徵求意見稿）為標誌，網路平台經濟領域中各種最終將不同程度損害消費

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均被細化至毫厘的條款精准鎖定。 

  政府的民生決策與網路中活躍的社情民意充分互動，預示著網路銷售領

域曾經的各種任性玩法將被有效約束。  

  二是無論單純靠流量思維主導促銷的老套路，還是依據“社交演算法”設

計的所謂新玩法，或都將面臨解構性變革，行業領域的消費生態重塑或將開

啟。對此，各相關主體應有清醒的認識和必要的準備。  

經過十餘年發展，“雙 11”雖然在消費品豐富程度、物流體驗等方面不斷

升級，但商家在優惠條件、規則設置上的花樣翻新、複雜程度卻有增無減。

“雙 11”促銷模式的固化不變與消費者服務體驗提質升級、迫切求變之間的矛

盾，同樣也在不斷升級。 

  從消費者感知層面來說，一方面，排除或限制消費權利、減輕或規避經

營者應盡責任的伎倆無論如何打扮包裝，都無法有效說服或安撫“尾款人”被

套路、被“潛規則”後鬱悶不滿的內心；另一方面，與“演算法”的精准鎖定與

送達不斷挑戰商業透明度與交易誠信度同步，以社交、遊戲為流量入口的 

“沉浸式”體驗因為缺乏“度”的平衡，導致玩法設計與複雜規則不斷消耗著“尾

款人”的時間與耐心。 

  與此同時，傳統商超在重塑品牌理念、商品結構及零售體驗方面的創意

活動和各種本機服務正加速線上“購客”的線下回流，線下線上的優惠力度趨



同、邊界模糊等新變化新趨勢，也預示著更接地氣、更聚人氣消費新模式已

開始“攻城掠地”，更有智慧、更具理性的“新消費時代”或將開啟。 

  三是“社交演算法”、直播帶貨等代表的新技術、新業態在用腳投票的消

費行為選擇面前，“自我革命”、 反覆運算更新的速度或將加快。對此，各相

關主體應有清醒的認識和必要的準備。  

  一方面，演算法技術的強大滲透力和影響力也將其自身置於社會輿論與

社會管理的聚光燈下，“流量至上”的單一價值導向正不斷被質疑，對大資料

和演算法推薦應更有“溫度”更有擔當的輿論期待與立法設計，都將成為其加

速變革的助燃劑；而能否審時度勢對演算法應用劃定合理邊界，也考量著相

關經營主體與監管力量、消費主流人群良性互動的智慧。  

  另一方面，部分商家對直播行銷的盲目期待與非理性投入正不斷被冷靜

而清醒的“資料真實”修正，這也將倒逼各類“直播秀場”逐步加強自我檢視與

行為匡正，以避免“曇花一現”、黯然收場。對此，各相關主體必須要有敏銳

的感知、清醒的判斷、積極而正面的反應。  

 

  四、“雙 11”期間消費維權輿情應對建議： 

  今年“雙 11”消費維權輿情強烈而明顯的“信號”指征，是“新消費時代”叩

門的輿論強音。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它比作為“經濟晴雨表”的“雙 11”本身更

值得關注。如何積極而理性的回應輿情，中國消費者協會提出以下建議：    

  （一）各類主體應清醒把握雙循環、擴內需背景下營商展業的良好契機，

既要創新運營手段、又要堅守底線和誠信意識。既要有向新技術要戰力的網

路行銷智慧，又要有知規則、明邊界的責任意識，守法律、有擔當。既要拿

出真招實勁兒嚴把商品品質關，又要“心口如一”，切實摒棄那些已經嚴重背

離互聯網開放共用精神的優惠促銷套路；既要有保障消費者安全權、知情權、

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等相關權益的維權機制，又要有優化提升消費體驗與品

質感知的人性化設計。 

  （二）各類主體應清醒把握消費新時代開啟、消費業態和生態重構的良

好契機，既要摒棄慣性思維及時止損，又要未雨綢繆尋求新的突破。既要正

確運用演算法和大資料分析等科技戰力準確研判“線下消費回流”的深層次動

因，又要對已經開啟的“線上線下新互動”業態模式的必然性進行客觀冷靜的

審視借鑒。既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切實砍掉已經讓消費者沒耐心、最終也

必將失人心的老套路，又要有平衡技術拓展邊界、精細化與人性化並存、送

達率與滿意度俱佳的“新設計”，有底氣、有準備、有溫度地直面消費訴求提

質升級的新變化。 



  （三）呼籲並提醒消費者應在不斷豐富的購物經歷和消費體驗過程中逐

步成熟，以更理性加智慧、審慎而從容的消費行為迎接新消費時代、樂享美

好生活。 

  呼籲消費者對商家促銷慣用的“沉錨效應”（作為一種心理現象，沉錨效

應往往暗示消費者在做決策的時候會不自覺地給予最初獲得的資訊過多重

視）保持足夠的清醒，警惕“先入為主”的被動接受，根據自身需求選擇合適

的“錨點”，全方位考察接收資訊。既要選擇“看得見、摸得著、靠得住”的實

惠，又要保持良好消費心態，量需而“入”、度入而“出”。既要從“懂自己”層面

考量消費選擇的實惠實用，又要從“社會責任”角度檢視權衡自身消費行為的

健康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