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17 年 8 月 25 日
策划 冯奕 / 编辑 宋昕 / 美编 刘宇琛

蓝刊

热点

诚信缺失 令数码城“崩盘”？
■ 本报记者 刘畅

作为曾经的数码电子产品的主要销售购买渠道， 数码电子大卖场的
经营如今呈现出断崖式下滑。 天津鞍山西道几家大型数码卖场虽未像北
京中关村多家数码大卖场那样关闭，但也仅仅是勉强维持。 曾经火爆一时
的数码电子大卖场，发生了什么？ 有人说，诚信的缺失，一直是数码大卖场
的顽疾。

卖场繁荣已成往事

曾经被打造成“数码科技一条街”的
鞍山西道， 拥有多家大型数码电子类卖
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鞍山西道几乎
成为了天津的“中关村”。 几年前，绝大多
数天津市民购买数码电子类产品，都要先
去鞍山西道逛一逛。
鞍山西道沿线的各家数码卖场曾经
很风光， 里面的消费者比大商场还要多，
商户也是一家挨着一家， 从品牌电脑到
DIY 电脑店， 从各种电子数码产品到电子
配件，可以说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而
对在里面工作的人来说，每天忙得不可开
交是日常状态。
但如今天津各家数码电子卖场里的
消费者越来越少，卖场商铺的空置率越来
越高。 在某家曾经十分火爆的大型卖场
里， 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很多已经空置的
商铺。 而依然在营业的商铺前，前来购买
和咨询的消费者也很少。 销售人员看到
经过柜台前的消费者， 都会问上一句
“您买点什么？ ”而这样的“销售热情”，
在以往数码卖场火爆的时候是一件不可
想象的事情。
如今，在很多空置的商铺内，还有着
以前商家留下的痕迹。 也只有这些痕迹，
显示着卖场以前的繁荣。
“从前年开始， 卖场里的一些商铺就
开始了频繁调整，今天走一个，明天来一
个，没过多长时间就又换人了。 从去年开
始，很多商铺的商家撤走之后，就再也没
有新商家来，一直空了下来。 ”白堤路一家
数码商场内的数码配件经营者李蔓对记
者说，“我们这些卖数码配件的商户还好，
因为 U 盘、数据线、读卡器等配件价格不
贵，与网上没有太大的差价，所以经营情
况还好，但是相比以往也差了很多。 ”而为
了维持经营，包括李蔓在内的很多商家都
同时开了网店，线上线下一起销售。
而在一家数码卖场的电脑 DIY 专区
里， 多家 DIY 电脑主机的商家仍然在营
业， 各种配置和报价的海报贴满了商铺。
“大哥，配电脑么？ 进来聊聊。 ”记者路过

每家商铺时，都会被商家询问。
王玉希几年前曾在时代数码广场做
DIY 电脑主机的生意， 一年前撤出来改行
干了别的工作。 “台式电脑现在本来就不
好卖，去店里让商家帮助用配件攒主机的
人越来越少。 现在大部分自己 DIY 电脑主
机的人不是有专业需求， 就是游戏玩家。
而随着人们对于电脑硬件知识的不断了
解，他们几乎都从网上购买配件自己组装
了。 ”王玉希说，“电商让电脑配件的价格
更加透明化。 以前的消费者没有渠道去了
解配件的价格，所以商家报什么价，就是
什么价，消费者顶多讲讲价，但是商家的
利润仍然很可观。 现在，消费者比很多刚
来的销售员都懂行，还怎么干？ ”
记者在各家卖场内看到，如今在众多
的商铺中，只有与手机和手机维修相关的
商铺，人气还相对较高。“现在手机是人们
不可或缺的东西，很多人不习惯网上买这
种贵重物品，还是喜欢‘所见即所得’。 而
很多人手机出了保修期，返厂维修的价格
比较高，一般都会拿到这里修，比返厂修
能便宜很多。 ”一家主营手机业务的商铺
的店员对记者表示。

电商并非萧条主要原因
在记者采访商铺的过程中，几乎所有
商铺老板都表示是电商的出现让数码卖
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我们哪儿卖得过他们啊！电商压价压
得那么厉害，我们卖得和他们一个价，肯定
亏本，一年的租金就不少。 ”一家商铺老板
表示，“就是卖水货也卖不过他们， 他们都
在广州或深圳，直接从那里发货。 我们拿水
货也是从那里拿，成本就比他们高。 ”
近几年，电商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大多
数人的购物方式。 方便、快捷、价格透明的
电商让数码卖场商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但是，传统数码卖场的快速陨落并不单纯
是电商兴起而造成的，只是电商在其中扮
演了催化剂的角色。 它的高速发展，加速
了传统数码卖场的凋零。 不过，如果只是
电商一方发力的话，传统卖场也并不会以
现在这样惊人的速度没落，因为毕竟并不

“为祖国喝彩”系列活动天津地区赛事启动
由“为祖国喝彩”活动组委会、“中
国好舞姿” 活动组委会、“华艺新承”活
动组委会联合主办的 “为祖国喝彩”系
列活动天津地区赛事于 8 月 20 日正式
启动。“为祖国喝彩”系列活动天津地区
赛事主要分为中华民族歌舞大赛和华艺
新承少儿国艺大赛。 中华民族歌舞大赛
作为全国大型民族文化艺术品牌， 不仅
为广大歌舞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高规
格、高水准的专业演出平台，还挖掘出一
批杰出的民间艺术团体、 个人以及一批
扎根于人民群众的优秀原创作品， 同时
也让更多的国内艺术团体的优秀节目走
向更大的舞台，让民族化、传统化、现代
化、国际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华艺新承

少儿国艺大赛是“为祖国喝彩”系列活
动中的青少年版块。 国艺大赛的举办是
为了贯彻教育部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指导纲要》精神，为了更好地传承
中华艺术国粹， 培养新一代非物质文化
遗产接班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使中华
艺术成为新时代的新潮流。
据悉，“为祖国喝彩”第三届中华民
族歌舞大赛全国总决赛和华艺新承少儿
国艺大赛全国总决赛， 将在北京星光影
视园 1500 平演播厅举行。 “为祖国喝
彩”系列活动将从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的 30 个分赛区中选拔出 300 个优秀节
目进入总决赛， 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歌
舞盛宴。

是所有人都通过网络购买数码产品，很多
人在购买数码电子产品这种较为贵重的
物品时，还是想要实际试用和体验一下产
品的。 如果卖场的服务到位，消费者体验
后立即购买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 那
么，真正让数码卖场逐渐萧条的原因到底
是什么呢？

诚信缺失导致卖场“崩盘”
在网络上搜索数码卖场的相关新闻，会
出现很多与之相关的负面新闻。 在很多评论
中， 都出现了 “被骗”、“上当”、“被坑”、
“自己不懂，不要去”的字眼，甚至诸如“顾
客被骗持刀砍伤奸商”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在很多传统数码卖场中，虽然其中不
乏优秀的、良心的商家，但是“奸商”也很
多。 去过数码卖场的人应该都体验过被
“拉客”的感觉，年轻小伙子一直跟着你
问买不买电脑、买不买手机的行为，让很
多消费者从骨子里就对这里产生了不信
任的感觉。 多年来，一些商户为了最大化
获利，做出了许多伤害消费者的行为。 久
而久之，“所见即所得”式的信任，在传统
数码卖场里变得荡然无存，消费者对其的
信任程度也逐渐降低。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了这样一个
情景：在本市某家著名数码大卖场的外延
上，悬挂着一条红底黄字的横幅。 上面写
着：消费者要在商铺内进行交易，不要随
着商家转移交易地点。 乍一看，可能大多
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卖场一方为了保护自
己的利益而做出的提示。 但是，这却是卖
场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做出的善意提醒。
“我是一名学生， 前年在一家数码广
场一楼某品牌专卖店买电脑，销售员给我
推荐了一款电脑， 然后叫说店里没货，带
我去公司交钱提货。 销售带我到临近的一
个大厦后就走了，然后里面的人表示我买
的那台电脑系统不能用， 装不了各种软
件，要另外花钱装正版系统。 我当时觉得
不好就想退款，他们说退不了，让我换一
台。 后来我换了一台，装好系统交完钱后
就回学校了。 回学校仔细一看发现不对
劲，去网上查了一下，我买的笔记本电脑
才 2500 元 ， 可 他 们 找 我 收 了 5000 多
元。 ”一位受骗大学生对记者说。
记者发现，这种手段已经是很多“奸
商”骗人的老手段了，很多消费者都曾被
这样的“套路”骗到。
一位曾经在某电脑商铺工作的李先
生表示， 一般先是给顾客推荐一款电脑，
报价比官网便宜，首先做到用价格留住顾

客。 当然，这台电脑是不可能以低于官网
的价格售出的，所以销售随即会表示店里
没货，要去公司拿货。 一般情况下，消费者
都会跟着商家的销售一起转移交易地点。
而到了所谓公司，人家就会说这台电脑系
统不行，啥都干不了，得重新装系统。 消费
者不同意，商家就会向消费者推荐一款事
先不了解的机型；消费者如果同意加钱换
系统， 这台电脑也不会被装上新系统，商
家会以诸如“装不上”、“电脑本身设计缺
陷”等理由拒绝出售这台电脑，进而推荐
其他型号的电脑。
而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把消费者并
不了解的低端电脑当作更好的电脑卖给
顾客，从而获取暴利。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
说，电脑知识并不多，这种骗术也很容易
成功。而如果消费者表示不买怎么办？“消
费者在卖场和商家约定后， 商家都会以
‘交定金再去提货’为理由让消费者支付
几百元定金， 而如果消费者最后不买了，
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退还定金。 ”李
先生说。
不仅仅是电脑， 小到手机中的数据
线、充电器，一些不法商家都会用假货替
换原装配件， 把原装配件拿出来单独出
售。“别小看这些人，iPhone 又怎样？ 别以
为看到所谓原包装原封不动就没问题。 ”
李先生说，“很多消费者稍微懂一点，觉得
看条形码、对上代码就是原装货，可是有
几个人知道用吹风机就可以轻松地把条
码贴纸毫发无损地揭下来？ ”
“真懂的人不会上这个当， 但也不会
找他们买。 他们骗的都是对于电脑、数码
产品知识缺乏了解的消费者。 本来客户就
越来越少了，一直这样骗，商家的信誉也
都没了。 正经做生意的商家也因为他们被
毁了。 而这些骗人的，很多还是大品牌的
代理经销商。 ”李先生。
“水太深。 ”李先生这样评价数码卖
场，“电商之前， 大家没有别的渠道去购
买，被坑、被骗也没辙，顶多吃一堑长一
智，多学行业知识，或者找个熟人带着去
买。 电商来了，不论是价格、型号、配置、品
牌，都很透明，那些坑人的商家还能坑了
谁呢？ ”
可以说，数码卖场如今的“崩盘”，最
大的原因是商家在经营中各种没有诚信
的行为让消费者失去了对数码卖场的信
任，而电商的发展更是加速了数码卖场走
向没落。 透支了信用的数码卖场，想要在
电商已经成为消费主要方式的时代实现
自救，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