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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通、无人理、忽悠购物……

客服电话为啥这么多“槽点”？

转接人工服务总是“坐席正忙请等待”；语音客
服选项极多却总答非所问； 一个售后小问题辗转数
月无人理会； 反映产品缺陷却被忽悠购物……近
来， 一些企业电话客服遭到消费者越来越强烈的
“吐槽”。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作为售后服务重
要环节， 一些企业的客服电话不但没有实现与消
费者有效沟通，反成为引爆矛盾的导火索。

■ 全球新闻速递
我国首次“试水”
研发氢能重载矿用卡车

客服电话“甩锅”套路多
当前， 消费者对商家售后服务投诉数量呈明
显上升态势。 据中消协提供的 ２０１７ 年全国消协组
织受理投诉情况， 服务类投诉量首次上升到总投
诉量 ５０％以上，销售服务类投诉量位居第二，而客
服电话的投诉占很高比例。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吐槽的客服“甩锅”套
路主要包括：
—人工客服电话难觅踪影。
——
消费者李辉是
某知名互联网公司一款游戏的玩家， 为咨询游戏
过程中的一个服务问题，他需要找人工客服。 谁知
耗费九牛二虎之力， 才在内容繁多的网页边角位
置找到“藏”在其中的人工客服电话，拨打 ３０ 多分
钟才接通。
——
—虽然态度礼貌但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 一
位芝麻信用记录良好的消费者表示， 他向淘宝小蜜
客服提出服务投诉， 在 １５ 天里被反复告知“２ 至 ３
天即给答复”，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有效回应。
——
—“转圈” 推诿。 消费者刘先生称， 今年 ８
月，他在苏宁易购购物后，因咨询优惠问题拨打客
服电话，其间多次被不同客服转接，且每一位都表
示对此前的沟通进展毫不知情， 直到最后也无法
解决争议，只能投诉。
—对消费者投诉敷衍了事甚至诱导消费。
——
江苏昆山消费者胡先生投诉一家老牌家电企业，
称他 ６ 次报修空调，历时一周无人上门。 其后，只
有一名售后工作人员上门拍了几张照片，说“变频
空调就是这样”之后即离去，依然未做任何维修。

客服因素质问题沟通能力不强
中消协副秘书长王振宇认为， 一些领域的售
后服务已成为企业发展明显短板。
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统计，当前，市场中客服
团队需求量的七成集中在互联网和快消品两个行
业。 记者了解到，这两类企业在组建客服团队时多
选择外包方式。 某知名大型跨国企业高管于先生
告诉记者，建立售后客服团队成本较高，而企业在
这个部分往往投入有限，所以通常选择外包方式。
“目前，厂家、商家在售后服务上的投入明显
不足。 ”中国家用电器维修服务协会理事会主席团

11 日，国家能源集团下属准能集团、
氢能科技公司与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
院及潍柴控股集团签署“200 吨级以上氢
能重载矿用卡车研发合作框架协议”。 这
是继今年 6 月中国首条氢燃料电池公交
线路载客运行后， 氢能产业化发展在交
通领域迈出的又一新步伐。
副主席张彦斌表示，一般厂家在售后服务上的投入能
省则省，预算仅为产品定价的不到 ２％。 一些毛利 ３０％
左右的家电龙头企业， 在售后服务投入上舍不得花
钱，结果招致大量消费投诉和品牌质疑。
据记者调查，由于普遍薪酬不高，一些企业在招
聘客服时对学历要求不得不放宽至高中水平甚至更
低。 记者采访的一些客服人员表示，对岗位培训内容
与消费者诉求有时感到难以理解， 沟通存在一定困
难。 不少消费者表示，与客服电话沟通时，常常感到对
方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或者无论提出怎样的诉求，
得到的答复都千篇一律。

警惕“垄断惰性”滋生漠视服务心态
多位专家告诉记者，从投诉案例数据分析，目前
客服问题在家电消费企业多发。 据中国家电服务维修
协会相关报告统计，从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家电产业
经过近 １０ 年的发展，产值从数百亿元发展到 １．５ 万亿
元。 张彦斌认为，这样大的产业规模，必须要有过硬的
售后服务体系支撑。
多名专家认为，售后服务对企业经营影响将越来
越直接。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７５％的消费者会因对客
服不满意而放弃购买行为，４３％的消费者会因对客服
不满意而不推荐他人购买。
据了解，一些知名跨国企业通过提高员工的薪酬
待遇与学历门槛，保障电话客服服务质量。 惠普公司
的全球呼叫中心设置在中国，曾参加应聘的归国留学
生南先生告诉记者， 客服人员最低学历要求为本科，
基础收入在万元以上，而且有较大升职空间。
此外，一些互联网电商平台也是售后服务问题较多
的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员熊丙万说，
对于售后客服质量不高，应警惕垄断带来的惰性问题。
据新华社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勇于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
—王复生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１８９６ 年 ９ 月出生于云南
省祥云县。１９１７ 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受五
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想的熏陶， 王复生开始接受马
克思主义。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复
生与邓中夏等 １９ 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
—北 京 大 学 马 克 思 学 说 研 究
思 主 义 研 究 团 体——
会，在北京等地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展工
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李大钊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
团，王复生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之一。 １９２１ 年秋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 王复生还参加了
李大钊、邓中夏等领导的早期北方工人运动。 １９２１
年秋，王复生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到陕西华县、绥德
和广州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 与此
同时，王复生引领自己的两个弟弟王德三、王馨廷
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王复生被党组织派往广州，在国
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５ 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

受党组织派遣，王复生回云南主持建立了以共产党员
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云南省临时党部，积极
配合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革命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王复生遭军阀逮捕，后被营救出狱。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王复生按照党中央指示前往东北，
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王复生遵照党组织
的安排，在齐齐哈尔、 汭 河、黑河一带，开展抗日统一
战线工作，组织抗日活动，帮助解决抗日义勇军马占
山部的粮食和武器供应问题。 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
系开展抗日宣传，积极发展党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日军在东北地区实行“大检举”、大
搜捕，大肆逮捕抗日爱国人士，疯狂镇压抗日力量，王
复生不幸被日军宪兵队逮捕。 日寇对王复生进行了残
酷的刑讯逼供，胸骨、肋骨、腿骨全都被打断，逼他说
出党组织和抗日活动情况，但王复生视死如归，始终
严守党的机密。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王复生在齐齐哈尔
北门外江坝被日军杀害，时年 ４０ 岁。
据新华社

内蒙古一厅官
退休 ８ 年后被查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 １１ 日 发 布
消息， 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原党组书记、 理事会主任刘金水 （正厅
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金水的个人简历显示， 截至目前
被查，他已退休 ８ 年。 刘金水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期间任内蒙古自 治 区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 理事会主
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刘金水退休。

浙江两万余商家
承诺无理由退货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浙江省“
放心消费
在浙江”推进会上获悉，浙江无理由退货承
诺单位数量不断扩大，至今年 7 月，线上线
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达 24300 多家。

美机构提出
搜寻地外生命新战略
美国国家科学、 工程和医学学院 １０
日发布了一份“宇宙生物学战略报告”，
建议扩大对地外生命的搜索范围。
报告称， 搜索地外生命的证据链条
应将“不可知论的”生命信号包括在内，
即那些不与某种特定的新陈代谢或分子
“蓝图”有联系的生命信号，它们可能不
同于我们所知的生命特征。
目前， 搜索以水和氧气为生存条件
的碳基生命仍是地外生命搜寻的主流。

无法有效吸收锰
可能导致儿童脊柱侧凸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说， 由基因变异
导致的人体无法有效利用膳食中的锰元
素可能使儿童发生脊柱侧凸。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
究人员报告说，他们的研究显示，患有严
重脊柱侧凸的儿童， 他们发生某个基因
变异的几率是健康儿童的两倍， 这一变
异让细胞难以摄取和利用锰元素， 而锰
元素与骨骼生长有关。

墨西哥北部一在建商场倒塌
５ 人死亡
墨西哥北部新莱昂州蒙特雷市一处在
建商场 １１ 日发生倒塌事故， 事故造成 ５ 人
死亡、多人受伤，目前仍有人被困在废墟中。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