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售后售后售后售后

（一所需材料所需材料所需材料所需材料：：：：  （1）会员本人有效身份证件（2）《30天内订单退单申请表处理时间处理时间处理时间处理时间：：：：        3~5 个工作日；    一一一一、、、、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客服组客服组客服组客服组    客服受理退单业务，告知退单规则1、 30 天内订单才可办理退单业务2、 订单产品需退回，3、 产品不影响二次销售4、 扣取综合管理服务费如满足以上需求，并且会员确认退单1、 会员本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照片2、 《退单申请》（需有资料提交途径资料提交途径资料提交途径资料提交途径（（（（三选一三选一三选一三选一1) 微信客服：春易购会员服务平台2) 邮箱：kf@shczt.com.cn3) 传真：021-31274643二二二二、、、、    初审初审初审初审：：：：客服组客服组客服组客服组    根据会员提供的的资料进行初审步售后组；初审不合格则再次致电会员告知具体要求三三三三、、、、    复审复审复审复审：：：：售后售后售后售后组组组组    以上沟通完毕后，货物处理1、 寄回货物清点无误2、 如现场办理，则现场清点货物数量项负责人对接）；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售后售后售后售后服务及退换货流程服务及退换货流程服务及退换货流程服务及退换货流程    

 

一）30 天内订单退单流程 件； 退单申请表》：会员编号、姓名、退单原因、申请日期、；    
告知退单规则： 天内订单才可办理退单业务 ，会员自行承担运费； 产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综合管理服务费：订单金额的 10%（封顶 500 元）；  并且会员确认退单，则告知提交以下资料：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照片； 需有本人签字）； 三选一三选一三选一三选一）：）：）：）：    春易购会员服务平台； kf@shczt.com.cn； 31274643 根据会员提供的的资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则创建《30 天内退单》工单初审不合格则再次致电会员告知具体要求。 货物处理： 寄回货物清点无误，且不影响二次销售，则入库（与仓库部门专项负责人则现场清点货物数量，且不影响二次销售，则直接入库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本人签名； 

工单，提交至下一
部门专项负责人对接）； 入库与仓库部门专



                                                     3、 如订单未发，则通知仓库将此单挂起四四四四、、、、    签批签批签批签批：：：：运营服务运营服务运营服务运营服务部负责人部负责人部负责人部负责人由副总监或客服经理根据公司的业务办理流程进行后 IT执行；不符合规则者不予通过补充：若在通知客户寄出产品的退件的实际情况。或者五五五五、、、、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ITITITIT 组组组组    1、 若产品未出库，则2、 若产品已出库，则知 IT退款。【注意扣除综合管理 补充补充补充补充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1、 若客户在提退单申请时声明仍需重新注册息。若客户未提出2、 在客户已收到产品后原订单业绩不寄回产品持一致，则可同意原订单产品不退回公司制关闭”）。（此方案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则通知仓库将此单挂起或者拦截发货； 部负责人部负责人部负责人部负责人    根据公司的业务办理流程进行签批，符合规则者予以通过不符合规则者不予通过，不予签批。 若在通知客户寄出产品的 5天后，仍未收到产品，则受理人员需要回访或者请客户告知退件快递单号，可自主跟进。 则 IT 部门直接退货、退单、退款。 则 IT 部门先退业绩并注销会员资格，售后需跟进产品到货注意扣除综合管理服务费】 
若客户在提退单申请时声明仍需重新注册，则 IT 部门在退单时可直接注销客户信若客户未提出，则信息不删。 在客户已收到产品后，提出退单重新注册/消费的申请时，一般采取以下方式不寄回产品，即客户承诺新注册单/重复消费单的产品则可同意原订单产品不退回公司，同时新订单不予发货（仓储系统直接此方案可为客户节约运费，但不得作为常规操作方式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符合规则者予以通过，签批则受理人员需要回访，了解
进产品到货后，通

部门在退单时可直接注销客户信一般采取以下方式：退产品与原订单产品保仓储系统直接“强作为常规操作方式）。 



                                                     

申请人编号 订单号 
退单原因 

有效证件照片 
申请人签名                                 注注注注：：：：以下流程任意环节出现非会员本人意愿以下流程任意环节出现非会员本人意愿以下流程任意环节出现非会员本人意愿以下流程任意环节出现非会员本人意愿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30303030 天内天内天内天内订单订单订单订单退单申请表退单申请表退单申请表退单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订单金额及积分 

  

  
  申请日期 

以下流程任意环节出现非会员本人意愿以下流程任意环节出现非会员本人意愿以下流程任意环节出现非会员本人意愿以下流程任意环节出现非会员本人意愿，，，，业务一律不予办理业务一律不予办理业务一律不予办理业务一律不予办理。。。。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会员申请办理受理受理受理受理：：：：400客服客服客服客服告知信息告知信息告知信息告知信息：：：：1111））））提交资料明细提交资料明细提交资料明细提交资料明细创建创建创建创建《《《《信息修改信息修改信息修改信息修改
初审初审初审初审：：：：400客服客服客服客服

合格
批签批签批签批签：：：：运营服务副总监或客服经理运营服务副总监或客服经理运营服务副总监或客服经理运营服务副总监或客服经理

结束

30

复审复审复审复审：：：：售后组售后组售后组售后组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工单完成工单完成工单完成工单完成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会员申请办理客服客服客服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提交资料明细提交资料明细提交资料明细提交资料明细；；；；2222））））提交途径提交途径提交途径提交途径信息修改信息修改信息修改信息修改》》》》工单工单工单工单

客服客服客服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
合格

运营服务副总监或客服经理运营服务副总监或客服经理运营服务副总监或客服经理运营服务副总监或客服经理

不合格
1、身份证正反面；2、书面申请：姓名、退单原因、日期；

结束

30天内订单退单流程

售后组售后组售后组售后组
：：：：ITITITIT工单完成工单完成工单完成工单完成

提交途径
1）微信客服：春易购会员服务平台；
2）邮箱：kf@shczt.com
3）传真：02131274643初审内容：
1）身份证是否真实、有效；2）《退单申请表内容是都填写完整：包括会员编号、姓名、退单原因日期）
复审内容：确认收货
执行：1）若产品未出库，可直接退单退款；2）若产品已出库，可先操作退单。待产品收到后再做退款。【注意扣除综合管理费】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编号、春易购会员服
com.cn；

02131274643准确、退单申请表》的包括会退单原因、

可直可先待产品收到后注意扣除综

 



                                                     

（二提交资料提交资料提交资料提交资料：：：：    《换货申请表》 处理时间处理时间处理时间处理时间：：：：    退件收到/资料交齐/差价补完后 一一一一、、、、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客服组客服组客服组客服组    客服受理换货业务，须告知会员换货规则1、 订单生成之日起2、 产品包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售3、 所换积分值与原订单积分值之差不超过4、 套餐内，同等积分同等金额的产品5、 来回运费自行承担6、 限时促销套餐不予以换货7、 锅/水机/净化器/若会员同意换货规则，资料提交途径资料提交途径资料提交途径资料提交途径（（（（三选一三选一三选一三选一1) 微信客服：春易购会员服务平台2) 邮箱：kf@shczt.com.cn 3) 传真：021-31274643二二二二、、、、 初审初审初审初审：：：：客服组客服组客服组客服组    客服部在收到《换货申请《售后》工单； 三三三三、、、、 复审复审复审复审：：：：售后组售后组售后组售后组    1、 售后审核《换货申请2、 收货后确认是否影响二次销售四四四四、、、、 签批签批签批签批：：：：运营服务运营服务运营服务运营服务部负责人部负责人部负责人部负责人由副总监或客服经理根据公司的业务办后 IT执行；不符合规则者不予通过五五五五、、、、 收款收款收款收款：：：：收银组收银组收银组收银组                        收银组确认收款差价；（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二）60 天内订单换货流程 

差价补完后的 3个工作日之内； 
须告知会员换货规则： 订单生成之日起 60天之内； 不影响二次销售； 所换积分值与原订单积分值之差不超过 50；金额多不退少补； 同等积分同等金额的产品，可调换（不补差价）； 来回运费自行承担； 限时促销套餐不予以换货； /化妆品不在换货范围内；三七葡萄籽胶囊每单仅限换，则客服需告知会员提交《换货申请》至公司。三选一三选一三选一三选一）：）：）：）：    春易购会员服务平台； kf@shczt.com.cn ； 31274643 换货申请表》后，审核产品置换的的金额、积分等，若准确无误

换货申请》，核算积分、金额是否准确，是否需要补差价收货后确认是否影响二次销售。如无影响，工单提交下一步签批部负责人部负责人部负责人部负责人    根据公司的业务办 理流程进行签批，符合规则者予以通过不符合规则者不予通过，不予签批。 ；（若无需补差，直接提交一下即可）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每单仅限换 2瓶。 。 

若准确无误，创建
是否需要补差价； 签批。 符合规则者予以通过，签批



                                                     六六六六、、、、 出库出库出库出库：：：：仓库仓库仓库仓库    
   根据换货方案，制作订单出库 

申请人编号 原订单号及订单日期 换货原因 
订单换出信息 产品名称及数量产品金额及积分补差金额
有效证件照片 
申请人签名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制作订单出库。 
换货申请表换货申请表换货申请表换货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原订单积分及金额   

产品名称及数量   产品金额及积分   补差金额   
  

  申请日期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告知告知告知告知：：：：1111））））换货规则换货规则换货规则换货规则

批签批签批签批签：：：：收款收款收款收款

初审初审初审初审
复审复审复审复审

初审内容：
1）检查资料是否完整；2）是否符合换货资格复审内容：
1）是否符合换货规则；2）产品是否不影响二次销售；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会员申请办理会员申请办理会员申请办理会员申请办理受理受理受理受理：：：：400400400400客服客服客服客服或微信客服或微信客服或微信客服或微信客服换货规则换货规则换货规则换货规则；；；；2222））））资料明细资料明细资料明细资料明细；；；；3333））））提交途径提交途径提交途径提交途径创建创建创建创建《《《《售后工单售后工单售后工单售后工单》》》》

运营服务副总监运营服务副总监运营服务副总监运营服务副总监 ////客服经理客服经理客服经理客服经理

资料明细1、《换货申请换货原因、换货明细

结束

60天内订单换货流程

发货发货发货发货：：：：仓库仓库仓库仓库工单结束工单结束工单结束工单结束

换货规则：
1）订单生成之日起
2）产品包装完整售；
3）所换积分值与原订单积分值之差不超过50；金额多不退少补
4）套餐内，同等积分同等金额的产品，可调换（
5）来回运费自行承担
6）限时促销套餐不予以换货7）锅/水机/净化器换货范围内；三七每单仅限换

合格
收款收款收款收款：：：：收银收补差价收银收补差价收银收补差价收银收补差价

提交途径
1）微信客服：平台；
2）邮箱：kf@shczt
3）传真：02131274643

初审初审初审初审：：：：400客服客服客服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合格 不合格
复审复审复审复审：：：：400客服客服客服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客服 不合格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换货申请》：姓名、编号、换货明细、日期。

订单生成之日起60天之内；产品包装完整，不影响二次销所换积分值与原订单积分值之金额多不退少补；同等积分同等金额的（不补差价）；来回运费自行承担；限时促销套餐不予以换货；净化器/化妆品不在三七每单仅限换2瓶
春易购会员服务
shczt.com.cn；

02131274643

 



                                                     

1111     保修期内售后服务保修期内售后服务保修期内售后服务保修期内售后服务    1.1 保修期：自订单生成之日起1.2 提供购货凭证（订单号或者其他购买凭证1.3 保修期内产品维修产生的运费由公司承担1.4 以下情况不属于免费保修范围1.4.1 因消费者使用或保管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1.4.2 非本公司维修人员拆卸造成的产品损坏1.4.3 非公司途径，的，不予维修1.4.4 超过保修期的1.4.5 因其他不可抗力2222 超过保修期售后服务超过保修期售后服务超过保修期售后服务超过保修期售后服务    超过保修期的维修，产品寄回公司的费用由消费者自行承担修费用、零件费用、材料费用等2.12.12.12.1 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    2.1.1 维修费 尚未出台有关空气净化器维修费用的规定再行增补。 2.1.2 零件/材料费用配件 CBA03尼龙滤网组件+丝印 CBA03遥控器 CBA03前盖组件 CBA03左侧盖+喷漆 CBA03右侧盖+喷漆 CBA03底部组件 CBA03 上盖 CBA03导向针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一）售后服务 

 

（（（（1111））））维修维修维修维修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自订单生成之日起，保修一年（除水机滤芯、净化器滤网等耗材品订单号或者其他购买凭证），才可予以保修； 保修期内产品维修产生的运费由公司承担； 以下情况不属于免费保修范围： 因消费者使用或保管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 非本公司维修人员拆卸造成的产品损坏； ，如天猫、京东等其他网站上购买的，或是与公司产品型号类似不予维修； 超过保修期的； 因其他不可抗力（火山、地震、战争等）造成的损坏； 产品寄回公司的费用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另外，我们也将收取合理的维材料费用等。具体收费规则如下： 
尚未出台有关空气净化器维修费用的规定。此项费用需等公司出台相关文件之后材料费用 价格 配件 60 元/个 CBA03铝板 50 元/个 CBA03彩箱 430 元/个 CBA03外箱 100 元/个 电机组件 100 元/个 主板组件 90 元/个 电源板组件 35 元/个 LED 灯版组件 3 元/个 微粒感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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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器滤网等耗材品）； 
或是与公司产品型号类似
我们也将收取合理的维

项费用需等公司出台相关文件之后，
价格 350 元/个 70 元/个 40 元/个 1000 元/个 300 元/个 250 元/个 50 元/个 80 元/个 



                                                     2.22.22.22.2 水机水机水机水机    2.2.1 维修费 维修费包括简单故障维修与复杂故障维修简单故障维修：40元简单故障包括： 电池盖无芯片 外壳破裂 过滤问题 余氯实验失败 复杂故障包括： 显示屏破裂 底部渗水 2.2.2 零件/材料费用配件 密封圈 分流器（龙头） 水管 龙头切换器配件组 密封盖 旋盖 出水手柄 包装及印刷品 电池盖扳手 电控板  2.32.32.32.3 锅具锅具锅具锅具    2.4.1锅具的内容包括2.4.2 因锅具问题的特殊性为售后处理方法2.4.3 以下造成的损害将不予保修1）长时间空烧锅具或碰撞2）由于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对锅具表面造成的损害3）由于火灾、4）由于顾客自行不当修理造成的损害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维修费包括简单故障维修与复杂故障维修，收费如下： 元/次 ； 复杂故障维修：80 元/次 。 上盖漏水 上盖破裂 手柄漏水水垢问题 出水量问题 滤芯问题左卡板损坏 右卡板损坏 分流器故障   显示屏黑屏 显示屏蓝屏 显示屏不通电内壁破裂 进水口破裂 语音报错材料费用 价格 配件 1.5 元/个 前面板 180 元/个 后面板 10 元/米 左卡板 20 元/组 右卡板 10 元/个 顶盖 15 元/个 滤芯主体 280 元/个 底座 210 元/个 进水接口 3 元/个 电池螺杆 140 元/个 螺钉垫片 

锅具的内容包括：锅盖、锅身、蒸架、炸架、铲子、钢皂。 因锅具问题的特殊性，除少量可以维修配件的除外，其他问题一般以调换做为售后处理方法。 以下造成的损害将不予保修 长时间空烧锅具或碰撞、跌落等造成的锅身变形或其他损害由于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对锅具表面造成的损害； 、地震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故障及损害； 由于顾客自行不当修理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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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漏水 滤芯问题 分流器故障 
显示屏不通电 语音报错 价格 100 元/个 70 元/个 30 元/个 30 元/个 35 元/个 100 元/个 55 元/个 2 元/个 20 元/个 5 元/个 
 其他问题一般以调换做

跌落等造成的锅身变形或其他损害； 



                                                     5）由于其他不恰当使用造成的     2.4.4 超过一年的锅具售后的维修费用及零件再行增补。 2.4.5其余售后规则同 1 1 1 1 保健品类保健品类保健品类保健品类        保健品售后退货包含两部分1.1 产品质量问题 保健品质量问题包括遇上述问题，则需提交相关资料1.2 服用后产生过敏或病情加重等症状若出现服用后过敏或病情加重等症状用公司产品导致的过敏或症状加重2222 家居净水类家居净水类家居净水类家居净水类    家居净水类产品包括：即可予以办理退换货。1） 产品因同一问题维修两次及两次以上的2） 因产品突发性问题导致客户惊吓3） 因产品问题造成人员伤害的4） 因物流问题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由于其他不恰当使用造成的 超过一年的锅具售后的维修费用及零件/材料费用，需等公司出台相关文件后其余售后规则同 1.4； 
（（（（2222））））退换退换退换退换货货货货    保健品售后退货包含两部分：1.产品质量问题；2.服用后产生过敏或病情加重等症状保健品质量问题包括：漏油、结晶、结块、胶囊壳破裂、少颗粒、则需提交相关资料，如照片等，经公司确认后，予以办理退换货服用后产生过敏或病情加重等症状 若出现服用后过敏或病情加重等症状，则需提供三甲级以上医院证明用公司产品导致的过敏或症状加重，才可予以办理退换货。 ：水机、空气净化器及锅具。此三款产品，如出现以下几类问题。 产品因同一问题维修两次及两次以上的； 因产品突发性问题导致客户惊吓，引起投诉的； 因产品问题造成人员伤害的； 因物流问题，收到时发现损坏的；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需等公司出台相关文件后，
服用后产生过敏或病情加重等症状。 、颜色异常等。如予以办理退换货。 则需提供三甲级以上医院证明，是由于服

如出现以下几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