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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买买买”一族将迎接电商 6·18 大促。不过，在电商平台上消费者正接触越来越多的“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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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版”
“ 线上专供款”
“ 网络专供版”，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商定制版，除了价格的差别，
“ 电商定制版”跟
“线下实体店版”有什么区别？
“电商定制版”真的是如卖家所说“没有店租所以价格实惠”吗？我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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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到实惠了吗？北京青年报记者为此展开调查。

电商定制版到底是怎么回事？
家电配置服装材料均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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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价廉并不物美

随着网购的普及，不少消费者已经很少去线下
实体店，不管是家电、服装，还是数码、酒水，都选择
在网上购买，连走亲访友的礼品也直接在网上下
单。许多消费者表示，
“几乎同样的东西，网上便宜
许多”，尤其是一些“电商定制版”，标明比线下同款
的商品配置更高。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只有一两百台，
一下就卖光了。
”
另外，有消费者表示，有的电商定制版汽车只
是一种新的型号，相对比而言并没有比其他配置便
宜，比贵的车型配置低一些，比便宜的又高一些，只
是为消费者多了一种选择，消费者并没有从中获得
什么实惠。

家电

数码产品

“我跟家人在线下家电卖场中看中了几款大家
电，包括电视、洗衣机、空调，我们记下了型号、价
格，拿回家准备在网上比价。结果电商上怎么都找
不到同款，明明看照片外观、功能基本一模一样，但
型号字母就是有区别，有的就只差一位。不过电商
上面的价格真的便宜好多！”正在装修新家的徐小
姐告诉北青报记者。
例如一款三门冰箱，线上卖 4000 元出头，而线
下一台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却贵出近 2000 元。柜
台售货员告诉徐小姐，
“选家电不能只看外观，两台
冰箱一点也不一样，线上卖的是专门为电商定制的
版本。电商定制版虽然便宜，
但用料也差很多。
”
据该售货员介绍，一般电商定制版和线下版的
会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有区别，比如冰箱的发泡层厚
度。发泡层是冰箱中起保温作用的材料，但成本非
常高，一台冰箱的发泡材料的成本通常在 200 元到
500 元以上，因此，电商定制版通常会用薄一些的
发泡层来降低成本，如普通版的为 5cm 的发泡层，
电商定制版就用 3.5cm。
“ 别小看这 1 厘米多，冰箱
的保温性能就有很大区别，影响到冰箱的制冷、能
耗等多方面表现。
”
另外，
线下版和电商定制版在面板和背板上也有
区别。线下版的钢板质量更好，
做工更精细，
电商版
不是使用塑料板替代，
就是用质量做工稍差的钢板，
如果将两台冰箱放在一起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更
让人想不到的是，
就连电源线二者也有差别，
比如卖
场中的为170cm，
电商定制的可能只有150cm，
消费
者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能感到不太方便。
有业内人士介绍称，为了不影响卖场的销售，
家电品牌会推出部分电商专供定制版，后者价格低
廉，却存在质量差别。这些区别不会被写在介绍
中，消费者也无法明确对比。
据报道，浙江宁波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宁波市消
保委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渠道，购买了 40 组对比样
品，委托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了检测，结果发
现“电商专供”有猫腻：不同渠道购买的标称美的
C21-RH2133S 多功能电磁炉，外观、功能标示是
一样的，但是拆开以后发现，网购电磁炉比线下款
少了一些电器元件；同样的型号的松下吸尘器，网
购的吸尘器吸口直径居然比线下的小 10 毫米。虽
然检测部门表示这样的“减元件”，符合国家强制标

“电商定制整机配置高，但价格却比市场价低
了很多，买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因为里面的关键部
件，比如显卡，都是‘缩水’的。”一位线下零售商表
示，对于台式机电脑来说，一些用户为了省事会选
择电商定制版的“整机”，殊不知看起来更高的配
置、更低的价格，
却隐藏着猫腻。
除了显卡等关键元器件外，
散热器配件、
供电模
块规格、带宽、出厂日期等方面可能都有区别。
“比如
公版能插三个显示器，
电商定制版只能插一个，
整体
性能也比公版的差一些。”有业内人士表示，非专业
人士的感受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做专业用途
如游戏、
作图、
影音编辑等就会感受到差距。

线上便宜但偷工减料

低价高配关键部件缩水

准，使用性能也不存在差异，但是许多消费者还是
真切感受到了
“一分价钱一分货”。

食品

电商定制外包装不同
家在外地、
在北京工作的小洁每次回老家前，
都
会给家人买些特产，不过拿着大包小包回家不太方
便，
小洁想到直接网购些特产回家。一次，
她发现电
商平台也有北京特产销售，就买了几盒“稻香村”点
心，
直接快递到家。
“我回家看到东西就傻眼了，盒子上特别大的
电商名字，还有电商的吉祥物，写着××电商定制
版！”小洁说，她拎着“××电商定制版点心”挨家挨
户送给亲友，
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北青报记者看到，如今很多食品厂商都和一些
较大的电商平台合作，
推出
“联名款”
“定制款”。
“产品包装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营销工具，电
商借助这些包装将品牌触及到更多人群。一些大
的电商已经不限于只做渠道，而要做品牌，与大的
品牌合作也可以增加电商品牌的美誉度。一方面
说明，我们电商平台货真价实，是厂商认可的；另一
方面为电商打个广告，看到包装的人都可以第一时
间想到来电商平台购买。
”
业内人士表示。
业内人士表示，推出联名款商品，
对于厂家来说
也有好处。一家品牌商则表示，
电商平台并未出钱给
自己做包装，
但推出联名款在该电商渠道会有更靠前
的排名，
也可以参加电商搞的一些活动，
比如电商补贴
的
“秒杀”
等，
以此来提高产品销量。

服装

网络同款质量差很多
同一品牌的服装，到了网上就比线下商场的便
宜许多，这是为什么呢？上海佳圣服饰有限公司创
始人陈松启表示，这些品牌实际上线上线下是两盘

货品，
“线上货品比线下品质差，因为采购时候就控
制成本。”不过，每个品牌的策略不同，有的已经实
现线上线下同步，
有的则为了价格走两盘货。
一知名羊毛品牌的线上专卖店长年打折，其线
上羊毛衫、
羊毛裤等价格为线下门店的 1 折到 5 折不
等，郭女士购买后发现，同样标称“100%羊毛”的两
件款式相似的羊毛衫，
线上购买的手感、保暖程度和
耐磨程度都差很多。线上客服告诉她，
这是
“线上专
供款”
。有调查显示，分别购买 20 组线下和电商版
的服装鞋类，线上线下平均差价为 127.25 元，差价
率为 17.9%。质量方面，
日前，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和宁波市消保委委托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
验检疫技术中心对一组服装进行了检测。检测结
果表明，功能性服装，线上线下基本一致，符合质检
标准。普通服装中，线下样品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但是线上服装质量不容乐观，三款网购线上服饰存
在质量问题。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姚
建芳认为，虽然“电商专供”产品的质量与线下同款
有一定差距，但“电商专供”产品为同一品牌商生
产，也经过授权销售，所以不是假货，只是销售的渠
道为互联网。
姚建芳表示，
实际上
“电商专供”
商品一般是价格
较低而品质稍逊的商品，
可以说
“一分价钱一分货”
。

汽车

电商便宜版供应量极小
“一次我看到一家电商平台推出定制版的汽车，
比 4S 店便宜，
于是做了许多准备。好不容易等到开
抢，
结果瞬间秒没！
”
消费者黎先生说。
据黎先生介绍，电商定制版的汽车是刚刚推出
的，
可能是因为电商平台补贴的缘故，
配置要比普通
版的高一些，
也就是说相对便宜。但这份便宜是
“限
量”的，
“很少有车企在宣传的时候会说这次会销售
多少台，
只说有多优惠之类的，
但最后你会发现全网

专家

渠道专款难比价
“电商专供”商品一般在服装、电器、鞋帽、箱包
等品类较多，消费者要擦亮眼睛。知名电商分析师
鲁振旺表示，
电商定制版也需要分品牌而论，
一些大
品牌品质还是更加稳定。他建议，消费者在选购商
品时，
不能仅比较价格，
一方面有机会还是要到线下
比较，另一方面也要参考一些已购消费者的评价。
电商天使投资人、分析师李成东认为，
这种做法最终
损害的还是品牌商的形象，他表示，
“如果是重视用
户的品牌，
即使提供专供产品也会保证质量。
”
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余超律师对北青报记者表
示，如果仅是质量有差异，而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那么商家其实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而打个擦边球，
“商
家很清楚销售的是两种产品，如果刻意混淆两种商
品，
而不主动告知，
那么有可能涉嫌消费欺诈。
”
余超
表示，不过这类情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看待，
“消费
者自己在选购商品时也要注意比较，一旦发生消费
纠纷，
要承担举证义务，
维权成本会很高。
”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商家如果卖的是“电
商专供”商品，首先必须要保证质量合格，并符合产
品的品牌定位，其次应该向消费者进行明示，并告
知消费者商品之间的差异，让消费者在充分了解的
基础上进行选择。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管理，
通过规范“电商专供”商品的标识与销售，有效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文/本报记者 温婧 供图/视觉中国

“开放日”76 家国企迎接市民参观
本报讯（记者 任笑元）昨日，以“四十年峥嵘岁
月，新时代再谱新篇”为主题的第三届“首都国企开
放日”
启动仪式在北京电控牡丹集团举行。
此次活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北
京市国资委、北京市教工委、北京市旅游委、国务院
国资委新闻中心、北京市总工会、共青团北京市委
和北京市妇联 9 家单位联合主办。
据了解，本届开放日活动涵盖 76 家北京市属
企业、中央在京企业以及区国资委隶属企业，开放
线路总数达 155 条。
今年的开放日活动还进一步扩大了参观人员
受众面，邀请社区群众、企业职工、部队军人、院校
学生、旅游团体、外国友人、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网
络大 V 等走进国企。
具体来看，155 条开放线路中，包括 22 条外埠
线路、1 条境外线路（香港）、2 条国外线路（南非、匈
牙利）。其中重大项目 14 条、民生项目 56 条，名牌
老字号 12 条，文化产业 26 条，博物馆展厅 16 条以
及其他类型线路 31 条。值得一提的是，有 57 条新
开线路是往届未和大家见面的。
同时，本届活动中还将在北京市国资委官微
“国资京京”上开展微信点赞活动，将选出 30 条线
路入围
“国企开放日”
最受公众欢迎的精品线路。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北京电控所属的牡
丹集团，
作为北京知名的电子工业企业，
在第三届
“首
都国企开放日”
举办期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这里也成
为2018年
“首都国企开放日”
的启动仪式所在地。
从 1973 年到今天，牡丹已经有四十四年的历
史。在工业经济时代，
主要从事传统电视制造业，
创
造了家喻户晓的
“中国之花”
——牡丹品牌。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历经 40 多年的发展，牡丹集团迄今已
经历三次重大的产业战略选择和两次重要的战略转
型，
不仅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洗礼，
也
伴随并印证着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程。
开放日当天，牡丹集团利用融媒体传播平台，
为场外近 20 家企业提供了直播服务。参与融媒体
直播的企业，使用一部手机，就实现了在线直播开
放日活动。没到现场的观众，登录融媒体平台就可
以观看精彩画面。
谈及本届
“首都国企开放日”
，
北京市国资委副巡
视员、
新闻发言人荀永利介绍，
本届活动将以
“四十年峥
嵘岁月，
新时代再谱新篇”
为主题，
充分展示改革开放
40年以来的首都国企的巨大变迁和辉煌成就，
宣传新
时代、
新国企、
新风貌，
讴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各家开
放的企业会通过他们精心安排的参观线路、
引人入胜
的国企故事，
让参观者看到企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感受到国企的努力、
创新与力量，
国企的风采和奉献。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北京市属企业资产
总额突破 4.5 万亿，比 2012 年翻了一番，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上交税费较 2012 年分别增长了 73%、
118%和 130%，
增速创五年来的最好水平。

现场

40 余市民受邀参观南宫垃圾焚烧厂
“南宫焚烧厂的垃圾都是从哪里来的？”
“焚
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是否会对大气造成污染？”
昨天下午，在“首都国企开放日”到来之际，40 余
名首都市民、高校教师来到北京环卫集团南宫生
活垃圾焚烧厂，了解垃圾处理及焚烧发电技术。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每
天可以处理生活垃圾 1000 吨，在稳定运行 11 个
多月时间里，向国家电网输送 1.2 亿度电，这些电
量可满足 4 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昨天下午，北青报记者来到大兴区南大红门

村附近的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主体建筑的外观
就像一艘航行的巨轮，周围环境优美洁净，这里
被称为“花园式工厂”。在焚烧厂中控室内，巨大
的显示屏吸引了市民的眼球，
“ 通过大屏幕中实
时更新的视频和数据，全厂设备运转情况一目了
然。
”
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副总经理袁满昌说。
据了解，北京环卫集团承担着北京市近 60%
的生活垃圾处理重任，目前在北京南部和北部地
区，
分别形成了完善的生活垃圾处理链条。
文/本报记者 王斌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地铁驾校”
学习百余种故障处理
昨天，
位于朱辛庄的地铁司机培训基地
“地铁
驾校”
亮相，
数十名学生应邀参观
“驾驶”
地铁。
6 月 10 日，北京地铁公司以“国企开放日”为
契机，邀请数十名家长和学生参观地铁运营四分
公司司机培训基地。
“ 地铁驾校”对市民开放，吸
引了不少小地铁迷。同日，运营一分公司太平庄
车辆段、运营二分公司四惠车辆段、运营三分公
司太平湖车辆段等地铁
“兵工厂”
也对外开放。
据介绍，近两万人次地铁司机在上述培训基
地参与培训、考试、演练及技术比赛等。其中，四
惠培训基地不仅承担了国内地铁行业培养人才

的任务，还承接了伊朗、越南等国外地铁行业人
才培养任务，
实现了地铁生产技术对外输出。
北青报记者在朱辛庄培训基地现场看到，基
地配有地铁 15 号线、昌平线真车模拟场。地铁运
营四分公司人力培训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驾驶舱
和真车完全一样，
15 号线模拟器可以模拟 75 种故
障，昌平线可模拟百余种故障。
“常见的列车制动
故障、车门故障都可以模拟，针对司机的不同级
别还会设置多种故障同时出现的情形，提升司机
的处突能力。
”
文/本报记者 刘珜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市民感受胡同物业管理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了解胡同物业垃圾分
类、
安居护航精细贴心的服务，
看如何通过扫描二
维码完成胡同智慧巡检，
参观博物馆感受胡同里的
文化气息……昨天，
“北京住总北宇胡同物业管理”
作为
“国企开放日”
线路之一，
迎来首都市民参观。
活动地点选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史家胡
同，在智慧街巷巡检系统演示环节，讲解员现场

演示操作流程。当了解到“巡检点扫描已达到 36
万多次”时，市民们连连赞叹：
“以前只听说胡同
里有了物业，今天参观才发现这管理得比我们楼
房都好。”住总北宇物业党委书记、
董事长姚昕表
示，
今后将持续深化政企共建和智能化创新，
不断
提高管理服务质量，
树立精品胡同典范，
像绣花一
样做好各项精细化服务，
守护好首都文脉。

华都酒业向茅台取经
本报讯（记者 张钦）昨天大批北京市民走进
了首农食品集团旗下各企业的大门，亲身看到了
北京人身边的农产品、
副食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设立在北京昌平区的华都酿酒食品有限公司
竟然与贵州茅台集团有着长达 40 年的渊源，
是目
前国内唯一能向茅台取经酿酒核心技术的酒企。
华都酒业总经理朱华介绍，
创立于 1948 年的华都

酒业是北京第一家国营酒厂，
1975 年借着
“八大名
酒进北京”
的契机，
华都生产出嫡传茅台工艺的华
都酱酒，
被业内称为
“北方小茅台”
。不过，
朱华坦
言，
由于种种原因，
此后华都酒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并
没有达到
“小茅台”
的地位。他透露，
从去年开始，
茅
台集团在技术上对华都酒业的第二次帮扶已经开始，
三年后的华都将成为北京白酒的一面旗帜。

751 厂老炉区
将变身科技文化空间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昨天是第三届首都国
企开放日，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正东电子动力集
团有限公司（原国营第 751 厂）内，
“能源”
和
“文创”
两条主题线路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参观。北京青年
报记者从现场获悉，兼具能源与文创两大产业的
751 厂将继续把工业遗存进行转型升级，未来老炉
区也将变身成为科技文化空间。
在能源路线板块，市民们头戴安全帽进入能
源生产厂房，亲身感受低碳环保的现代化发电设
备。而文创路线中，
作为 751 地标性建筑的火车头
广场是本条路线的起点，广场上热闹非凡，人头攒
动，顶级摩托车、汽车静态展吸引了众多人流。在
利用脱硫塔改建而成的特型空间 751 设计品商店
里，
来自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千余款独立设计商品
为参观者带来了难得一见的设计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