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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3月15日电 用处理过的图片、顺手拈来的
同类商品视频，甚至“刷”来的好评吸引消费者购买……近
年来，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发展迅速，电商、微商上存在
的虚假宣传、售假售劣等问题频频引发消费争议。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维权成本高、地下产业链不断演
化、线上线下打假联动难是网络售假售劣痼疾难除的原因。
专家呼吁推动建立覆盖全网的失信惩戒机制，逐步实现网络
市场交易的社会共治。

有商家用假图、“刷好评”
江西的李女士已不敢相信网上的原单货。“店家要么盗用

国外正品的宣传图，要么实拍后用美图软件进行处理，到手
的商品和宣传图片相差甚远。”李女士说，有色差都是小事，
有的甚至还有洗不掉的异味，接触皮肤后出现过敏现象。

中国消费者协会2018年开展的“电子商务法消费者认知
情况”问卷调查显示，在1.2万份有效问卷中，一半以上受访
者认为“假冒商品屡禁不止”是电商领域最突出问题，其次
是“质量不合格商品较多”和“线上线下商品质量不一致”。

目前，越来越多的网购平台方开始协助执法机关打击网
络售假行为。2018年，阿里巴巴共向执法机关推送超5万元
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634条，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溯
源打击涉案金额79亿元。

相比于“售假售劣”，“刷好评”现象则更加普遍。北京
的何先生听说左旋肉碱有助于减肥，便找了一家好评高的网
店购买了几盒。“吃了几天觉得舌苔不适，客服说再吃几天就
好了。”何先生坚持吃了两个星期，结果出现了头晕、厌食等
症状。“他们还让我给好评，说给好评后返现20元，原来好
评都是这样来的。”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难以直接触及商品的网购环境
下，消费者会倾向于销量高、好评高的商品，但不良商家会
利用人们这一消费心理，通过炮制虚假评价获得利益的最大
化。

多重因素致网络“售假售劣”屡禁难止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灰色利益链不断演

化、线上线下打假联动难等因素使得网络“售假售劣”现象
屡禁不止。

一是违法成本低，调查取证难，诉讼成本高。据中消协
“电子商务法消费者认知情况”问卷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在
网购中买到过假货，但其中仅12.1%消费者成功获赔。鉴定困
难及商家不承认是难以进行合理维权的主要原因。

二是灰色产业链不断演化。一些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互
联网产业的发展，一些灰色产业链也在滋生。“为了躲避平台
对刷单行为的严厉打击，现在很多刷单组织者从线上转移到
线下，在高校周边、地铁口、商场等人流密集处进行‘地
推’，给刷单的防控和识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位电商平
台“反刷单”业务部门负责人表示。

三是线上线下打假需加强联动。“平台打假只能线上关
店，对于线下的制假窝点却无能为力，有必要加强源头根
治。”一位电商企业平台治理部负责人说。基层市场监管执法
人员表示，目前部分平台经营者主动发现违法行为并向监管
部门报告仍不到位，有待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予以推进。

四是信用评价缺乏统一标准和专业人员。业内人士表
示，目前对网购经营者的信用评价均由各大电商平台判定，
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的网络交易信用评价标准。一些电商平
台在解决消费争议的同时，存在权威性不够、专业性不强等
问题，亟需更多专业人员和司法机构参与其中。

推进数据共享 实现社会共治
网络售假售劣治理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性难题。近年

来，我国通过强化制度建设等手段净化网络交易市场环境，
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
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
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邓子梁认为，电子商务法等法
律法规的出台是良好的开端，但接下来仍重在落实。网络市
场监管需要把握电商平台这一关键环节，在执法过程中做到
既规范市场，又不伤害市场的活跃度。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负责人郭颖建议，网络假货治理需
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平台等各方共同努力。

网络“售假售劣”为何屡禁难止

新华社成都3月15日电（记者
卢宥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
山，或轻于鸿毛。”迎接红军来家
乡、长征途中艰难跋涉、奔赴抗日
战场、给毛泽东当警卫战士、执行
烧炭任务中不幸牺牲……四川仪陇
县40余名来自张思德纪念馆、公安
局、学校、社区等单位的“草根演
员”，为家乡干部群众上演了红色歌
剧《张思德》，向革命英烈张思德致
敬。

张思德，1915 年 4 月出生于大
巴山深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重病
的母亲没有奶水，只得走东家，串
西家，要来谷米捣碎熬成糊喂他，
因而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谷娃
子”。出生仅7个月，母亲就因病无
钱医治离开人间，父亲张行品被迫
把他抱给婶母收养。谷娃子吃“千
家奶”穿“百家衣”长大，养母为
了让他永记乡亲们的恩情，给他取
名“思德”。

1933年2月，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
地。1933 年 12 月，张
思德参加红军，不久
加入共青团，1935 年
随 红 四 方 面 军 长 征 ，
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
雪山、草地。他勇敢
机智，曾只身泅水过
江 ， 夺 得 敌 人 的 渡
船，为红军强渡嘉陵
江创造了条件。在川
西茂洲地区，他神奇
般地一人夺得敌人两
挺机枪，被战士们亲
切地誉为“小老虎”，

一时传为佳话。1936年10月，张思
德随部队到达陕北，1937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张思德始终牢记为人民利益工
作的使命，坚持一切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并在实践中一丝不苟地
贯彻。

据其班长张显扬回忆，有一
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
旁宿营。一个小战士高兴地嚷嚷
着发现了野萝卜，张思德过来检
查发现，在水塘旁边果然有一丛
叶子绿绿的、模样很像萝卜的植
物。饥肠辘辘的小战士拔起一棵
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把
叶子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
了 嚼 ， 味 道 又 甜 又 涩 。 不 一 会
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无力，
紧接着，他肚子开始剧痛，大口
呕吐起来。在失去知觉之前，他
还在嘱咐小战士告知大家这草有
毒。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

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
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
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延安时期，因为粮食不足，战
士们总是吃不饱饭。通信班的战士
都是小伙儿，加上经常外出送信走
远路，饭量比较大。为了让大家多
吃一些，每次吃饭时，作为通信班
长的张思德吃到一半，就不声不响
撂下饭碗，提起水桶去打水，让别
人多吃一些。

大巴山腹地冬季寒冷不亚于北
方，取暖多靠木炭。张思德小时候
跟着父亲练就了烧炭的好手艺。
1944年初，张思德积极响应党中央
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到安
塞县石硖谷办生产农场，担任副队
长。白天，他巡回各窑，掌握火
候。晚上，他也要起来数次，爬上
窑顶，观察烟色。窑里温度很高，
有的木炭出窑还有火星。但每次出
炭，他都是抢先钻到窑的最里边捡
木炭，手里包的破布着火了，他就
用手弄熄后继续干。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和战友
小白决定再新挖几个窑，多烧些木
炭。当挖到中午时，突然窑顶掉
下几块碎土，出现险情。张思德
眼 疾 手 快 ， 一 掌 将 小 白 推 出 洞
口，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把张
思德埋在下边。战士们和老百姓
从四面赶来，拼命刨土。小白得救
了，张思德却没能抢救过来，他牺
牲时，年仅29岁。

新华社杭州3月15日电（记者 岳德亮）浙江省绍兴市人
民检察院 14 日依法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姚锦旗提起公
诉。姚锦旗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例。

浙江省纪委、省监委发布消息称，在中央、浙江省追逃
办的统筹协调下，经多方共同努力，2018年11月30日，国际
红通逃犯、绍兴市新昌县委原常委、副县长姚锦旗从保加利
亚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
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
员。

绍兴市监委以涉嫌受贿罪、偷越国 （边） 境罪对姚锦旗
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于2019年1月29日移送绍兴市人民检察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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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友一起烧炭的张思德
（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刷单炒信刷单炒信
几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开工

新华社南昌3月15日电 近年
来，电子购物、在线旅游等平台屡屡
曝出刷好评、假体验等“刷单炒信”事
件。有关人士建议，应进一步完善网
络立法，追究相关电商平台责任，多
管齐下斩断“刷单”利益链。

““刷单炒信刷单炒信””穿上穿上““隐身衣隐身衣””

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对“刷单炒
信”行为打击力度的加大，刷单炒信
业务的隐蔽性有所增强。刷单平台
或伪装成购物网站，增加执法部门发
现线索的难度；或要求刷手先浏览几
个同类商品，再给购买服务的网络经
营者刷单，以逃避电商平台的监管。
基层办案人员表示，在已办结的案例
中，从发现线索到结案的整个过程，

“多少都要靠点运气”。
在江西公布的一起网络刷单炒

信案中，当事人注册了“××海淘网”
（但实际与海淘网并无关联）用于招
揽、承接刷单业务。据办案人员介
绍，2018 年 5 月份，市场监管部门接
到了一个来自河南的淘宝店家投诉，
称在当地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网站上注册做“淘宝拍A发B”任务，
免费试用结束后，网站不退还押金，
还提出需额外支付手续费。根据办
案经验，市场监管人员推测“淘宝拍
A发B”任务可能是帮助该淘宝店家
刷好评，而该网站是一个有组织的

“刷单炒信”平台。

“被投诉的网站看上去和普通的
购物网站一模一样，有很多商品。页
面上有提示称，注册成为会员后可以
免费体验会员产品，还能充值积分。”
据办案人员介绍，这其实是网站在招
揽刷单业务，但只有圈里人才看得
懂；如果不是刷单双方在交易过程中
产生了矛盾，他们要从辖区内数千个
网站中排查到这家招揽刷单业务的
网站很难。

江西省玉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剑告诉记者，他们
还处理过一起刷单炒信案，是执法人
员发现快递员在收取空包裹，再倒查
到当事人的店里，在电脑的微信聊天
记录中确认了刷单事实。“但遇见快
递员正好在收空包裹的概率，在日常
巡查中是极低的。”

““几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开工几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开工””

“刷单几乎是电商行业的潜规
则。”多名网店经营者告诉记者，特别
是新店开张的那阵子，大家都“刷”，
不刷单就没有流量、业绩，店铺就难
以被消费者看见。

根据2018年1月1日施行的反不
正当竞争法，对于“刷单炒信”和帮助

“刷单炒信”的经营者将会面临二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但记者
调研发现，基层执法仍然存在困难。

执法阶段的取证难是一大原
因。江西省萍乡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网络监管科科长李栩玲说，网
络经营者只需要几台电脑连上网线
就可以开工，而且不一定会在其注册
地开展经营活动，但取证需要到实际
经营地获取电子证据。

“在线索摸排阶段要找到当事
人，仅凭我们部门的职责权限有难
度。需要公安、电信管理部门的支
持，如开通固定电话的真实地址、IP
网站真实地址或移动电话经常联系
点定位才能锁定。”李栩玲坦言，在未
立案的摸排阶段只能通过找熟人帮
忙的方法锁定当事人。

江西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
心主任颜三忠认为，由于网络监管体
系尚未形成，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也未
成立专门的网络监管部门，市场监
管、公安等部门往往依靠各自的力量
对网络交易进行筛选、甄别，并未建
立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目前查处

“刷单炒信”的主要力量是运营商，但
由于其企业性质，不具备行政机关职
能，其行使监管具有局限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工作
人员说，机构改革后，市场监管部门
调整为归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筹管
理，而电商产业却是各地政府扶持的
一大重点方向。他表示，目前“刷单
炒信”行为存在“多数违法少数被罚”
的情况。

张思德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平凡英雄为人民服务的平凡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