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字是冒牌的，车辆是挂靠

的，这样的搬家服务，是如何登上

天猫旗舰店的呢？

记者打开依然还在经营的

“亭夕旗舰店”， 发现该旗舰店内

已无搬家链接， 却挂着“手机鉴

定”“办理营业执照”“补办档案”

等服务，发货地址也并不统一。

近日，记者致电苏州“亭夕旗

舰店” 的经营方———苏州新楚泰

商贸有限公司。 该公司工作人员

解释，像“亭夕旗舰店”这样的天

猫店， 实则是出租给各类服务的

实际经营者挂广告、 销售展示商

品的平台， 同时为这些服务的实

际经营者开放相应的客服端口。

新楚泰工作人员称，此前亭

夕旗舰店以一季度 3000 元的价

格，出租给了一位许先生来挂搬

家广告：“当时，他是以强生搬家

公司的名义，来签约进行搬家服

务的。 ”

当记者问到是否在前期对以

“强生搬家” 名义前来签约的人

进行过资质审核， 新楚泰工作人

员一开始称：“我们核实过， 应该

是有相关的执照。”可当记者告诉

该工作人员，“强生搬家”称并无

相应的工作人员时， 对方又迅速

改口称：“我们印象中， 搬家并不

是什么非法的服务， 所以并没有

去那么苛刻地审核他的资质。 ”

那么，新楚泰工作人员口中

的这位“许先生”又是什么人呢？

通过查看新楚泰公司答辩材

料中的转账记录和微信截图，记

者发现，许先生很可能租下了多

个天猫旗舰店的服务。 微信聊天

截图显示，许先生曾对群内工作

人员称，“除了典音搬家， 蔻骏、

典冠、亭夕这三个店铺拉一下最

新的费用， 这三个店铺年前不开

车了，提前结算掉”。

记者查阅上述所有旗舰店，

发现这些店铺的画风和“亭夕旗

舰店”如出一辙，甚至所挂各类

服务链接更为丰富。

记者查询这些旗舰店的工商

信息后发现， 虽然经营公司不是

同一家， 但法定代表人均是同一

人。 其中，“典音旗舰店”挂着声

称是“上海蚂蚁搬家”的销售链

接，客服也声称是“上海蚂蚁搬

场运输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然

而宝贝宣传页面留的服务电话，

和上海市消保委公布的“上海蚂

蚁搬场运输有限公司”服务号码

并不一致。

此外截图显示，2020 年 11

月， 这位许先生向新楚泰公司租

下了“亭夕旗舰店”的相应服务，

随后提供了一则手机号， 要求工

作人员帮忙绑定搬家账号， 并提

供宝贝编辑发布的权限。

日前， 记者联系上了这位许

先生。许先生说，有做搬家的朋友

找他帮忙在天猫平台挂商品，他

就向“亭夕旗舰店”方面提供了

朋友的手机号， 用以开通登录旗

舰店后台的子账号。

记者比对核实发现， 该朋友

的手机号，正是王师傅的手机号！

那么，王师傅所在的搬家团队，是

否和“强生搬家公司”有关？ 对

此，许先生称，其朋友的搬家队并

不是什么公司， 仅为个人经营的

小团队，只是挂了“强生搬家”的

名字，其实并不叫“强生搬家”。

最后， 记者辗转联系到了王

师傅，王师傅只说了一句“这个

单子他有签字的， 天猫店是我们

买的”，就挂断了电话。

那么，如果路先生反映的情

况属实， 作为搬家团队打广告、

销售服务的平台 ，天猫 “亭夕旗

舰店”方面是否真的无需为路先

生的损失担责？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杨维江律师认为，网络平台应

该对入驻商家做审慎审查，并对

商家的经营行为尽到适当的管

理义务，不能持放任的态度。 让

消费者承担因多层转包、分包混

乱局面导致的后果，对消费者是

不公平的。

网络平台应在向消费者承

担责任后 ，再内部追责 ，向业务

链中的直接责任主体进行追偿。

另外 ，本案已涉嫌诈骗 ，消费者

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

北京观韬中茂 （上海 ）律师

事务所葛志浩律师认为，私人搬

运人员的行为实际对外代表了

天猫 “亭夕旗舰店 ”提供服务的

行为，虽然双方之间存在挂靠合

同， 但是这种合同是内部合同，

与消费者没有直接关系。

何况消费者已经为该项服务

支付了相应的费用，退还定金的行

为虽然已经发生，但是这种行为是

发生在消费行为已经完全结束之

后，而且是消费者被迫而为，因此

消费者维权是合理的。但葛志浩律

师提出，上述分析是建立在所有陈

述都是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从诉讼

角度来说，消费者对其主张的任何

事实均负有举证责任，所以在无法

充分取证的情况下，这种维权本身

还是具有较大难度的。

那么， 市民在哪里能找到正

规的搬场公司联系方式呢？ “现在

网上的‘李鬼’搬场公司太多了，信

息都是假的。 ”上海市消保委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市民在

网上找到“李鬼”搬场团队，消保委

特地整理了上海主要搬场服务企

业联系方式，市民在“上海消保委”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的 “懂经消费”

一栏点击“小宝帮你忙”，就能看到

“消保委帮您忙———搬场服务”。

2021 . 8 . 9 星 期 一

编 辑 李 俊 初 阳04 焦点

今年年初， 家住徐汇区的路先

生抱着对天猫平台的信任， 在天猫

APP搜索搬家服务，找到了一家“亭

夕旗舰店”沟通搬家事宜。路先生对

旗舰店客服提出需要一辆厢式货车，

分别在两处地点搬运一些物品，最后

一起搬至第三处地点，总路程不超过

3公里，且三处地点都有电梯。

“亭夕旗舰店”客服在查看了

路先生列出的物品清单和搬家需求

表后，称“车费 400 元，人工 80 元

一小时”，给出了 900 元的预估价。

路先生线上支付 900 元后， 店家告

知，如有其他费用，直接支付给线下

搬家人员。

到了搬家当天，5名搬家人员如

约而至，将所有东西搬上车后，搬家

负责人王师傅要求他签一张 “上海

搬场公司统一客户订车单”，路先生

接过订车单一看， 实际需要收取的

搬家费竟然高达 12800元。

当路先生当场提出 “亭夕旗舰

店”客服的预估价为 900元时，王师

傅解释，900 元仅为预约搬家的“定

金”。路先生本来还想争辩，但“他们

说，如果不交钱，东西就不搬了。 ”

路先生表示， 对方有 5 个强壮

的男子，而他这里还有老人、小孩，

不敢和搬家人员进行正面冲突。 而

且， 所有家当还都在搬家人员的货

车上，他无法保证自己的家具、物品

的安全。 于是，路先生只能无奈地选

择付款、签字。

据路先生回忆， 交完 12800 元

后，王师傅还特地提醒他，记得在天

猫上退还 900元“定金”。

“我想着能拿回一点是一点，而

且平时生活中退‘定金’的事情也

挺常见的。”怀着想要尽量止损的心

理，路先生就在天猫上退了款。

此后， 路先生就再也无法联系

上王师傅了，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退定金”这一操作，却让日后的维

权变得更加困难。

深感被“敲竹杠”的路先生为了

维权，半年内先后向本市多个部门投

诉， 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说

法。 无奈之下，路先生又向天猫平台

投诉“亭夕旗舰店”，但天猫平台只

是让旗舰店下架了相关链接， 并称

“这边建议您报警呢”，就没了下文。

无奈，路先生将“亭夕旗舰店”

的经营者———苏州新楚泰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楚泰公司”）诉

至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新楚泰公司在答辩状中声称，

“亭夕旗舰店” 登记在新楚泰公司

名下， 但新楚泰公司开设该店铺实

际用于对外出租， 为客户提供对外

展示及销售其产品之用。

新楚泰公司认为， 路先生通过

该店铺下单页面，显示为“上海强生

搬家服务”，客服也告知服务公司是

强生公司， 为路先生实际提供服务

的是“强生搬家”，所有费用也是第

三人收取， 新楚泰公司对搬家中的

经过不知情。 同时， 路先生已经以

“订单信息拍错” 为由申请了全额

退款。 新楚泰公司认为，即使认定该

订单项下的服务是新楚泰公司提

供， 也应当视为双方经协商一致解

除了合同， 且新楚泰公司未收到任

何款项，故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最终， 法院驳回了路先生的诉

讼请求。

路先生回忆， 在进行维权的过

程中， 有关部门曾联系到为他搬家

的王师傅， 王师傅对有关部门称自

己所在的搬家公司全名为 “六安强

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办公地址在普陀区武威东路

821弄某号某室，路先生所转账的账

户，是该公司财务的账户。

后来， 路先生又通过自家小区

物业查到了搬家货车的车牌号，并

凭借车牌号再次向有关部门投诉。

不久后，路先生得到回复，该车辆的

注册公司为 “上海宁祥搬场运输有

限公司”，并非所谓的“上海强生搬

家有限公司”。 然而，记者日前致电

“六安强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 （上

海）分公司”时，工作人员宋先生表

示，公司并无这位王师傅，亭夕旗舰

店页面所示的电话也并不属实。

宋先生告诉记者， 除了自家外，

上海没有其他叫“强生” 的搬家公

司，但公司从未在天猫平台挂过任何

链接，“他就是打了我们的旗号嘛”！

随后， 记者实地走访了王师傅

声称的位于武威东路 821 弄的办公

地址， 却发现该地址实则是该小区

居委活动室边门，周边居民表示，从

未听说过小区里有搬家公司。

记者又致电上海宁祥搬场运输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佟女士称，为路

先生搬家的厢式货车确实挂靠在上

海宁祥搬场运输有限公司，但其具体

业务与公司无关：“是一个人买了一

部车子挂靠在我们公司，我们负责买

车辆保险、处理违章等，他们用这辆

车开展哪些业务，我们是不知情的。”

900元搬家费坐地起价到12800元
搬场是冒牌的，车辆是挂靠的，“李鬼”搬家公司如何登上天猫旗舰店

见习记者 姚沁艺

实习生 杨嘉琦 胡绮妍

1辆普通厢式货车，

不到 3公里路程， 线上

说好的搬家费是 900

元， 但将物品都搬上车

后却漫天要价 12800

元！今年年初，市民路先

生（化名）在天猫平台的

“亭夕旗舰店”花 900 元

购买了声称是 “强生搬

家有限公司” 的搬家服

务， 却遇到了一伙明目

张胆“敲竹杠”的搬家团

队。 路先生一怒之下起

诉维权半年， 无意间揭

开了“李鬼”搬家公司登

录线上平台旗舰店经营

的巨大漏洞。

搬场所称的办公地实为居委活动室边门 /见习记者 姚沁艺 实习生 杨嘉琦

搬家费线上客服预估 900 元 /受访者 客服自称为强生搬家有限公司 /受访者

[记者调查]

个人“小团队”租下旗舰店挂广告

[律师观点]

“亭夕旗舰店”应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