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一、 行业数据...............................................................................1

二、 评级数据与典型案例..............................................................4

（一）“闲鱼”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4

（二）“红布林”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8

（三）“转转”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12

（四）“孔夫子旧书网”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16

（五）“找靓机”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20

三、关于我们...........................................................................................24

（一）关于电诉宝...............................................................................................24

（二）关于网经社...............................................................................................27



1

一、行业数据

2021 年，随着二手物品登上正面市场，二手电商跃入消费者的视线，京东

旗下独角兽“万物新生”集团在纽交所上市、转转被传 2022 年最早 IPO、快手

加入二手电商赛道、圆通二手商城正式上线等好消息不断的同时也发生了爱回收

被工信部下架等事件。各企业攻占市场发展战略的同时，后方也逐渐暴露出前后

端协同的不足，出现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 2022 年 1 月 17 日，依据国内知名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电

诉宝”（315.100EC.CN）2021 年全年受理的 413 家互联网消费平台纠纷案例大

数据，我国“一带一路”TOP10 影响力社会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了

《2021 年度中国二手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在 2021 年“电诉宝”受理的投诉中，根据投诉量从高到低，被投诉的二手

电商平台排名依次为：闲鱼、红布林、转转、孔夫子旧书网、找靓机、拍机堂、

拍拍二手、只二。

同时，报告还公布了《2021 年全国零售电商（二手电商）消费评级榜》，

其中，二手电商共 5 家电商平台入选，包括：找靓机、红布林、转转、孔夫子旧

书网、闲鱼。其中，闲鱼“不予评级”，红布林、找靓机获“建议下单”评级，

转转、孔夫子旧书网获“不建议下单”评级。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4%BA%AC%E4%B8%9C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4%BA%AC%E4%B8%9C
http://www.100ec.cn/Unicorns.html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8%BD%AC%E8%BD%AC
https://www.100ec.cn/Home/Index/financialData.html?name=%E9%98%BF%E9%87%8C%E5%B7%B4%E5%B7%B4
http://www.100ec.cn/zt/zf/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9%97%B2%E9%B1%BC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7%BA%A2%E5%B8%83%E6%9E%97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8%BD%AC%E8%BD%AC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5%AD%94%E5%A4%AB%E5%AD%90%E6%97%A7%E4%B9%A6%E7%BD%91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6%89%BE%E9%9D%93%E6%9C%BA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7%BA%A2%E5%B8%83%E6%9E%97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6%89%BE%E9%9D%93%E6%9C%BA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8%BD%AC%E8%BD%AC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5%AD%94%E5%A4%AB%E5%AD%90%E6%97%A7%E4%B9%A6%E7%B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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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电诉宝”（315.100EC.CN）显示，退款

（14.74%）、商品质量（14.1%）、网络售假（14.1%）、网络欺诈（10.26%）、

霸王条款（10.26%）、退换货难（8.33%）、客服服务（6.41%）、售后服务（5.13%）、

货不对板（3.85）、冻结商家资金(2.56%)、订单不符(2.56%)是 2021 年全年二

手电商投诉的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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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二手电商的电诉宝用户投诉金额区间分别为 1000-5000 元

（34.6%）、100-500 元（19.23%）、5000-10000 元（14.74%）、500-1000 元（10.26%）、

0-100 元（7.05%）、10000 元以上（7.05%）。

投诉二手电商的用户集中地广东省最高，占 14.74%；其次为山东省，占比

8.33%；第三为北京市，占比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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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榜单依据反馈率、反馈时效、满意度多项指标，由系统建模、自动评

估、公开披露，其数据评级完全由平台智能化生成，独立、客观、公正。

统计数据可选择时间段进行查询，来源为电诉宝（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

所选时间内接到的用户有效投诉案例库。

综合指数=平台回复率*0.5+回复时效性*0.3+用户满意度/10*0.2。

平台回复率：平台移交给被投诉电商用户投诉，被投诉电商的有效回复率。

回复时效性：平台回复时间小于 72小时为 1.0，回复时间大于 72小时且小

于 120小时为 0.6，回复时间大于 120小时为 0。

用户满意度：10分满分制，数据只截取已评分的用户投诉，未评分的用户投

诉将不纳入满意度数据基数的统计。

评级划分由综合指数高低决定，不建议下单∈[0,0.4)，谨慎下单∈[0.4,0.75)，
建议下单∈[0.75,1.0]。对未入驻或未取得售后联系方式的电商平台“不予评级”。

由于投诉量的多少与平台的市场占有率有直接关联，故投诉量不列入评级统

计范畴。

本榜单所有数据均由系统后台根据各电商平台上述行为，依据上述模型算法

自动生成，不受任何人工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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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榜单选取平台标准为选取时间段内用户有效投诉量为 5条及以上，5 条以

下平台不列入评级统计范畴。

本榜单据实时更新，榜单所有数据及排名仅代表查询当时。

二、评级数据与典型案例

（一）“闲鱼”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

据网经社旗下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监测数据显示，从 2018 年至 2021

年“闲鱼”共获 64 次“不予评级”评级。

据网经社旗下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监测数据显示，2021 年“闲鱼”(淘

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运营）共获得 18 次消费评级，均获“不予评级”。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9%97%B2%E9%B1%BC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6%B7%98%E5%AE%9D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6%B7%98%E5%AE%9D
http://www.100ec.cn/zt/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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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闲鱼”的电诉宝用户投诉金额区间分别为在 100-500 元

（29.487%）、1000-5000 元（29.487%）、500-1000 元（10.256%）、5000-10000

元（10.256%）、0-100 元（6.410%）、10000 元以上（3.846%），投诉的问题主

要有网络售假、商品质量、退款问题、客服问题、霸王条款、网络欺诈、售后

服务、退换货难、发货问题、虚假促销等。

【案例一】“闲鱼”被指售卖假货 客服无人理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辽宁省的孙先生向“电诉宝”投诉称自己于 12 月 11

日，在闲鱼 APP 购买了一瓶迪奥旷野淡香香水，容量 100ml。购买前卖家声称是

正品，但收到货后经鉴别发现是假冒商品，孙先生讲述投诉到闲鱼客服，客服不

予理会让孙先生和卖家交涉，卖家迟迟不给退款。

接到以上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

办妥善处理，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来自被投诉平台的任何有关处理回复。

【案例二】“闲鱼”被指擅自替买家撤销退款申请并确认交易完成

2021 年 11 月 28 日，山东省的麻先生向“电诉宝”投诉称自己于 11 月 26

日，在闲鱼上花 370 元买到二手华为 watch2 手表，卖家页面标注是”华为 watch2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tData.html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tData.html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tData.html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www.100ec.cn/zt/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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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插卡版”，收到货以后发现手表实际为华为 watch2 手表 eSIM(虚拟卡版)，

于是申请退货退款，后经“闲鱼小法庭”认定买家输。麻先生讲述闲鱼擅自替买

家撤销退款申请，并确认交易完成。

接到以上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

办妥善处理，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来自被投诉平台的任何有关处理回复。

（二）“红布林”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

据网经社旗下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监测数据显示，从 2019 年至 2021

年，“红布林”共获 47 次消费评级，其中 33 次获“建议下单”评级，12 次获

“谨慎下单”评级，2次获“不建议下单”评级。2021 年“红布林”(红布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共获得 15 次消费评级，其中 3次获“谨慎下单”,12 次获“建

议下单”,2021 年一年整体消费评级为“建议下单”。

2021 年全年“红布林”的电诉宝用户投诉金额区间分别为在 5000-10000 元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7%BA%A2%E5%B8%83%E6%9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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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1000-5000 元（26.667%）、10000 元以上（23.333%）、500-1000

元（6.667%），投诉的问题主要有商品质量、退换货难、霸王条款、网络欺诈、

订单问题、退款问题、网络售假、售后服务、货不对板等。

2021 年全年，“红布林”平台回复率为 100%，回复时效性为 0.887，用户

满意度为 4，综合指数为 0.86。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t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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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红布林被指商品拒绝召回一直拖延时间

2021 年 12 月 29 日，湖北省的郭小姐向“电诉宝”称，自己于 12 月 13 在

平台寄售卡地亚戒指一直未果，询问客服说要复检 时隔半个多月一直说在复检，

说召回也被拒绝。客服一直拖延时间也不给明确解决时间，每次找客服都用官方

话术复制粘贴后敷衍，严重怀疑商品被损坏或弄丢，之前寄售的商品都很快出了

结果，这次拖延时间不给解决一直搪塞。

接到该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办

妥善处理。对此，红布林反馈称：用户问题平台收到后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处理，

正在为用户核实处理中，后续过程有任何问题，可随时联系平台客服处理。

【案例二】红布林被指隐瞒商品瑕疵 以次充好

2021 年 9 月 17 日，四川省的杨女士向“电诉宝”称，自己于 9月 7日，在

红布林购买的香奈儿包包，购买的时候包包成色标准为 98 新，到手包身污渍、

大面积磨毛，五金脱色，一次没有使用过，连吊牌和标都没有拆的，寄回平台转

卖包瞬间评级变成 9新，从新包变为一个旧包，同一个平台自己评级的包天壤之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tData.html
http://www.100ec.cn/zt/jia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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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杨女士已多次找平台沟通退货，沟通了 4天多，但是一直忽略杨女士诉求，

不退货处理，杨女士认为红布林存在隐瞒包成色、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不给退货。

对此，“红布林”向“电诉宝”反馈称，已为用户核实处理，用户问题平台

收到后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处理，已为用户核实处理完毕，用户知晓并认可处理结

果，后续有任何问题可随时联系平台处理。

（三）“转转”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

据网经社旗下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监测数据显示，从 2018 年至 2021

年“转转”共获得 70 次消费评级，其中，41 次获“不建议下单”评级，22 次获

“不予评级”评级、6次获“谨慎下单”评级、1次获“建议下单”评级。2021

年“转转”(北京转转精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获得 16 次消费评级，其中 8

次获“不建议下单”评级，1次获“建议下单”评级,3 次获“谨慎下单”评级，

4次获“不予评级”评级，2021 年一年整体消费评级为“不建议下单”。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8%BD%AC%E8%BD%AC
http://www.100ec.cn/zt/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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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转转”的电诉宝用户投诉金额区间分别为在 1000-5000 元

（55.172%）、100-500 元（13.793%）、5000-10000 元（13.793%）、500-1000

元（10.345%）、0-100 元（3.448%）及 10000 元以上（3.448%），投诉的问题

主要有退款问题、网络欺诈、商品质量、货不对板、冻结商家资金、客服问题、

恶意罚款、网络售假、虚假促销、退换货难、霸王条款等。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tData.html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show.s.315.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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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转转”平台回复率为 34.48%，回复时效性为 0.207，用户

满意度为 2，综合指数为 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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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转转被指货不对板 卖家以种种理由拒退

12 月 3 日，福建省的许先生向“电诉宝”称，自己于 11 月 19 日，下单一

部苹果 12promax 美版无修无锁的 256gb， 11 月 22 日当收货时密码锁，让先收

货好评，密码才给许先生验，验完是拆卸拼装的。许先生讲述 128gb 屏幕电池及

主板都不一样，要求退货退款，卖家种种理由不让退，平台介入也是没有用。在

退货时顺丰快递把手机后盖弄了个划痕，卖家拒收，拒退款。接到用户投诉后，

我们第一时间将相关投诉转交给平台，但是截止发稿前，我们仍未收到平台反馈。

【案例二】转转商家被指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款

11 月 18 日，浙江省的阮女士向“电诉宝”称，自己于 10 月 26 日，在转转

购买了一台 iPhone12pormax 美版无锁机，但是商家给阮女士发过来的却是美版

有锁机且拆换过屏幕，阮女士就联系了商家，商家叫阮女士申请退款，金额改为

1元，阮女士就改了，导致阮女士后来退不了款，然后阮女士把手机发过去了，

商家没给阮女士退款，一拖再拖，发消息也回得很慢，阮女士讲述等了几天，商

家说阮女士的手机是拆过的，阮女士说发过来的本来就是拆过的，商家以各种理

由不退钱，发消息也不回。接到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相关投诉转交给平

台，但是截止发稿前，我们仍未收到平台反馈。

（四）“孔夫子旧书网”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

据网经社旗下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监测数据显示，从 2019 年至 2021

年，“孔夫子旧书网”共获 28 次消费评级，其中 24 次获“不予评级”评级，3

次获“不建议下单”评级，1次获“建议下单”评级。“孔夫子旧书网”2021

年共获得 12次消费评级，其中，8次获“不予评级”评级、3次获“不建议下单”

评级、1次获“建议下单”评级，2021 年获“不建议下单”评级。

http://www.100ec.cn/zt/df/
https://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8%8B%B9%E6%9E%9C
http://www.100ec.cn/zt/qy_sf/
http://www.100ec.cn/zt/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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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孔夫子旧书网”的电诉宝用户投诉金额区间分别为在 0-100

元（62.5%）、100-500 元（25%）、500-1000 元（12.5%），投诉的问题主要有

网络售假、冻结商家资金、商品质量、客服问题、退款问题等，投诉者所在地集

中在河北、辽宁、上海、安徽、广西、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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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孔夫子旧书网”平台回复率为 25%，回复时效性为 0.2，综

合指数为 0.185。

【案例一】霸王条款？“孔夫子旧书网”被指丢失商家货物不予负责

2021 年 12 月 15 日，河北省杨先生向“电诉宝”投诉称，自己是孔夫子旧

书网的商家。自己在网站售出 3件商品，买家收到货后不想要了，申请退款，同

意退款后，网站要求买家将货物先退给网站，然后再由网站退给杨先生。买家退

给网站后，网站将货款退回给买家，同时让杨先生提供退货地址，杨先生称自己

发出货物以后，网站迟迟不给退回，态度非常不好并表示货物已丢失，网站不负

责任。杨先生称货物平白无故就没有了，想找网站理论，结果店铺直接被关闭，

并且账号也已被封锁、禁言。

接到该商家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办

妥善处理，但是截止发稿前，我们仍未收到平台反馈。

【案例二】“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十本书只收到一本 联系客服不予理睬

2021 年 12 月 11 日，上海市余先生向“电诉宝”投诉称自己于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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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日，在孔夫子旧书网买了一套书，界面显示一套共有 10 本，可是 12 月 11

日收到货后发现只有一本。余先生称，打电话投诉，客服态度很差，让余先生自

己跟商家联系，可余先生发了很多信息商家也不回复。联系在线客服也没有回复。

接到该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办妥善

处理。对此，孔夫子旧书网发来反馈称：您好，此订单需要买家登录孔夫子旧书

网账号找到对应订单，将退货协议修改成退款协议后，直接联系卖家处理即可。

（五）“找靓机”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

据网经社旗下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监测数据显示，从 2019 年至 2021

年，“找靓机”共获 37 次消费评级，其中 24 次获“不建议下单”评级，8次获

“建议下单”评级，5次获“谨慎下单”评级。

据网经社旗下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监测数据显示，“找靓机”（由深圳

市万事富科技有限公司运营）2021 年共获得 12次消费评级，其中，7次获“建

议下单”评级、3次获“谨慎下单”评级、2次获“不建议下单”评级，2021 年

获“建议下单”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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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找靓机”的电诉宝用户投诉金额区间分别为在 1000-5000 元

（66.667%）、100-500 元（16.667%）、5000-10000 元（16.667%），投诉的问

题主要有售后服务、退款问题、商品质量、退换货难等，投诉者所在地集中在云

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浙江。

2021 年全年，“找靓机”平台回复率为 100%，回复时效性为 0.767，用户

满意度为 9，综合指数为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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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用户对评估价格不满意 “找靓机”被指申请退回久未处理

2021 年 12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吴女士向“电诉宝”投诉称，自己

于 12 月 23 日，通过顺丰快递邮寄四台旧手机到找靓机进行回收，吴女士对评估

价格不满意申请退回，找靓机平台一直显示待客服审核退回，吴女士多次联系在

线客服还是未审核退回，一直让吴女士接听电话不方便也已明确跟在线客户说

明，吴女士在跟在线客户多次沟通，客服一直重复说在加急。找靓机久未审核退

回，吴女士讲述找靓机拖拖拉拉，不进行处理。对此，“找靓机”向电诉宝千篇

一律、机械反馈称，您好，您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收到，已安排专员为您处理，

请耐心等待，感谢您的反馈与支持，谢谢。

【案例二】“找靓机”被指退回的商品久未修好 联系客服“踢皮球”

2021 年 11 月 25 日，江苏省的吕先生向“电诉宝”投诉称，自己于 10 月 6

日，在找靓机平台购买了一个苹果手表，到 2021 年 11 月 10 日手表解除绑定后

开不开机，商家承诺退回维修 3-7 天修好，到 11 月 25 日也没修好，吕先生联系

客服一直在踢皮球。对此，“找靓机”向电诉宝千篇一律、机械反馈称，您好，

您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收到，已安排专员为您处理，请耐心等待，感谢您的反馈

http://www.100ec.cn/zt/qy_sf/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tData.html
http://www.100ec.cn/zt/df/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_search.html?company=%E8%8B%B9%E6%9E%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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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持。

三、关于我们

（一）关于电诉宝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成立于 2010 年，专注于互联网的消费

权益维护，兼顾法律（推动立法、电商法规、法律案例分析、法律援助）、媒体、

电商信用、电商质检、安全、电商物流。实时跟踪把握电商法律动态，研究并运

营有"电诉宝"、"电子商务法律求助服务平台"等业内知名平台。

此前，网经社法律权益部还参与由国家工商总局牵头发起的《网络商品及服

务交易监督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并担任立法组成员。

“电诉宝”（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315.100EC.CN）运行十余年，与全国

file:///F:/1/报告/投诉报告/315.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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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家电商建立对接，致力于为广大电商用户解决网络消费纠纷，帮助广大电商

提升用户购物体验与售后服务，以自身独有的客观公正性、中立性、权威性，稳

居全国影响力与公信力前列的“第三方电商投诉维权服务平台”，并有 20 余名

电商行业资深律师常年开展坐镇咨询与维权服务，平台投诉纠纷解决率在 80%以

上，深受全国各地网购用户信赖。

根据平台受理的客诉“大数据”和真实案例，每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

公开发布客观用户体验报告和相关榜单，已连续十余年发布，被业内视为“电商

315 风向标”，被全国广大用户、企业、媒体、政府所认可和引用。

新平台于 2018 年 315 前夕正式上线运行。新系统实现“一键投诉”、24h

在线、自助维权、同步直达、实时处理、进度查询、满意度评价、律师坐堂法律

求助，还有大数据分析功能，真正实现了“天天 315”，成为千千万万电商用户

的“网购维权神器”。

此外，为了更好帮助电商平台更好的处理投诉。平台“绿色通道”服务向广

大电商平台开放，电商可自主申请入驻，实时受理、反馈和查询用户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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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营造公开、透明、健康的电商消费投诉环境，“电诉宝”公开版

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上线，新增用户投诉实时受理动态、月度平台投诉量

TOP10、热点投诉地区等模块，让投诉过程透明化，一手掌握信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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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网经社

浙江网经社信息科技公司拥有近 20 年历史，旗下运营：网经社(数字经济门

户)、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智库)、“电数宝”(大数据)、“电融宝”(FA)、

“电诉宝”(C 端)等系列子品牌/平台/产品，提供媒体、研究、数据、融资、营

销、顾问等服务，在业内被誉为数字经济行业的“Bloomberg”，并致力于打造

大数据驱动的“中国领先的数字经济门户”。

网经社网站（100EC.CN）旗下拥有 100 多个细分台、频道、平台、分站，365

天/12 小时滚动发布国内外数字经济资讯，为全国乃至全球用户提供全面、及时、

专业的靠谱资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数字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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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位于杭州，系国内唯一拥有 A股上市公司背景的数字经济媒体、智

库和平台，母公司在全国拥有 30 个分支机构，员工 1000 余人，实力雄厚，是我

国电数字经济行业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网经社在工信部、公安机关网站合法备案运行，服务客户覆盖各大互联网上

市公司、独角兽，以及国家和各地政府部门，有口皆碑。

数据墙：

拥有 100+专业频道，为全国用户提供全面、及时、专业的资讯，是国内领

先的数字经济门户。



24

平均每年有5000余家海内外媒体，超过10万篇新闻报道中引用我们的数据、

报告、分析、榜单等从中央到地方，为超过 200 家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了相关服务。

超过 20000 家公司在海内外及投融资时，参考使用我们数据分析。

平均每年，超过 10万人参加我们主办或协办、演讲的数字经济论坛、沙龙

活动，覆盖人群规模超百万。

国内上百家券商/基金/投行/机构在投资研究中参考我们的数据和推荐

超过 1000+家电商、10000+家数字经济企业依靠我们的信息、服务和解决方

案不同程度提升了他们的经营业绩。

·版权声明：

1、本报告相关知识产权归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所有，任何部门、企业、

机构、媒体等单位引用本报告数据、内容，均请注明：“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二手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本报告仅为参考研究资料，不构成投资、决策等任何建议，由此带来的

风险请慎重考虑，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信息而产生的任

何责任。

3、报告涉及金额单位除特殊标注外，均默认为人民币（元）；本报告数据

除特殊说明外，一般不含港澳台。

除参与上述报告合作外，我们欢迎也各电商平台及相关公司，基于各自平台

大数据，开展个性化定制，包括不限于：平台年度用户画像与大数据报告、公司

案例研究专题研究报告、公司与竞对研究分析投资价值、平台合规性审查报告，

以及公司所在细分行业关于平台模式、物流网络、金融科技、用户体验、财务分

析、投融资、行业影响力、舆情口碑、用户体验评测、平台界面与功能服务评测

等细分角度切入的行业性报告。

报告发布：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22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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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众号 ID：i100EC 网购投诉平台 ID：DSWQ315

（近 40 万电商人都在看！） （在线网购投诉）

电数宝（DATA.100EC.CN） 电诉宝（315.100EC.CN）

（12 年沉淀 10 万+条数据覆盖 4000+平台） （我要投诉）

网经社小程序码（微信小程序搜网经社）

file:///F:/1/报告/投诉报告/DATA.100EC.CN
file:///F:/1/报告/投诉报告/315.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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