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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拼多多假货风波看平台及平台内卖家的法律责任

纵 深 〉〉〉

电商平台假货泛滥 追责建制刻不容缓

治理假货问题
急需
“三板斧”
有观点认为， 假货并非电商平

‘
‘

刚刚上市不久，拼
多多平台上销售山寨
产品、傍名牌的问题便
让消费者吐槽不已。 这
一现象引起了相关部
门的密切关注，上海市
工商局对此已开展调
查。 8 月 2 日，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
称，将加大打击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
力度。 专家认为，无论
是第三方平台还是平
台内经营者，只要构成
违法，都将受到法律的
制裁。

台的原罪。 其给出的说辞是，假货并

本报记者 李海洋

不是由电商平台直接出售的， 电商
盗版的皮皮鲁、7.5 元的奶粉、

平台其实也是假货的受害者， 平台

200 元的冰箱、300 元的电视……

内经营者售假的行为违背了与平台

自拼多多 7 月 26 日在美股上市以

的关于保护知识产权、 保证产品质

来，假货、山寨的质疑声愈演愈烈，

在美股风光上
市的拼多多， 一时

暴之中，并被贴上“让中国打假倒

间深陷舆论风波。

退 20 年”的标签，最终引来了监管

伴随着市场质疑声

层的出手。 这一切，或许是拼多多

四起， 拼多多随后

日前， 已经通过三审的电子商

几天的股价一路震

务法草案新增了第三十七条规定，

荡下行。 截至美东

其中针对电商平台对平台上销售假

始料未及的。
在舆论风暴中，拼多多曾一天

电商平台对平台上销售假冒伪劣商

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时间 8 月 2 日收盘

冒伪劣商品等行为不 及 时 采 取 措

始人的回应有甩锅给行业之嫌，被

时， 拼多多的股价

施， 以及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媒体解读为“缺乏真诚”。 7 月 31

为 20.31 美元。

义务等情形，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

CNSPHOTO 提供

日上午， 拼多多召开临时沟通会，

其法律责任。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说， 假货、

渊洁。 7 月 29 日上午，郑渊洁在微

至是微信小程序也都一度成为了

草案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山寨的问题，拼多多是有的，其他

博上表示， 收到多位读者的举报，

当天下午， 拼多多发布声明

假货的橱窗。 打开某短视频平台，

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

平台也都有， 假货问题是社会问

拼多多平台上某店铺销售盗版“皮

称，将全力配合工商、市场监管部

在酷炫的背景音乐下，网络红人们展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

题，让三岁的拼多多承担这一责任

皮鲁”系列图书，他已经向国家版

门开展调查，进一步严厉打击平台

示衣服、鞋包、化妆品等的短视频吸引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

只要构成违法就会严肃处理。

权局和全国打黄扫非办公室举报。

上侵权假冒商品，努力达到社会和

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点击该平台推出

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

虽然各平台采取了有效措施

郑渊洁同时表示，经律师证据保全

广大消费者的期望。 同时，拼多多

的
“
购物车”按钮，即可跳转到商品页

采取必要措施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

来打假，但至今各平台也未曾真正

向拼多多取证购买，收到的图书确

在声明中表示，真诚欢迎社会各界

面。 但是，许多
“网红”直通购物车里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对关系消费

杜绝假货。 如何打假，已经成为摆

为盗版书，封底的防伪标识竟然是

群策群力，形成打击侵权假冒商品

的商品却受到网友的诟病，如三无

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 电子

在众多电商平台面前的一道难题。

印上去的。 而拼多多“星宝宝家居

的社会共治局面，共同为最广泛消

产品、价格虚高等等。

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

生活专营店” 并未向消费者展示

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电商平台
深受假货困扰

伴随这两次飓风而来的，是拼

新增了第三十七条规定， 其中针对

如何泛滥， 平台都不用承担责任了

三次回应市场的质疑。 然而，其创

拼多多深陷舆论风波

●已经通过三审的电子商务法草案

那么，这难道意味着，不管假货

拼多多由此陷入到了一场舆论风

是不公平的。

电商平台售假
难逃法律责任

量的约定，损害了平台的商誉。

7 月 26 日， 拼多多以每股 19

多多平台上大量山寨商品的截图

美元的价格正式登陆美股市场。 上

在各个网络渠道被疯转， 立日、超

中国的电商市场正持续较快

本是提供给个人卖家售卖闲

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 或者对

置物品的平台，近年来却也逐渐沦

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

为奢侈品、 数码产品等售假商家的

消费者损害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

“
天堂”。 在淘宝打假的高压之下，大量

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被清退的商家涌入到了门槛低、监管松

事实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
维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角度， 也提出

市当天开盘报价 26.5 美元，比之前

能洗衣液、 小米新品、 索尼 4K 电

地增长。 就在拼多多于美股上市的

的二手平台。 以苹果电脑充电器为例，

的 IPO 定价上涨了 39.47%，盘中一

视， 最让人愤怒的是 7.5 元一罐的

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有关数

百余元就可以在二手平台买到原价

了网络交易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与
责任。 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消费者

度创下 27.45 美元的高价。“80 后”

贝因美奶粉。 在美股风光上市的拼

据显示，今年 1 月到 6 月，全国网

600 余元的“原装正品”，其实从包

创始人黄峥一夜之间身家便超过

多多，一时间深陷舆论风波。 伴随

上零售额实现 40810 亿元，同比增

装到实物均是假冒的
“
山寨”产品。

了刘强东。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

着市场质疑声四起，拼多多随后几

长了 30.1%， 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

此外，有媒体调查发现，原本

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情

据拼多多自称，其活跃买家达

天的股价一路震荡下行。 截至美东

零售总额增速 20.7 个百分点。 其

定位于记录美好生活、记录世界的

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

形，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其法律责

3.43 亿，这意味着每 4 个人里就有

时间 8 月 2 日收盘时，拼多多的股

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实现

“南抖音、北快手”也皆难逃微商的

式的， 消费者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

任。

1 人用过这个创立不到 3 年的产

价为 20.31 美元。

31277 亿元，同比增长 29.8%，增速

“魔爪”， 成为了展示假冒化妆品、

提供者要求赔偿。 这可以解读为，电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依法与该平

品。 拼多多发展速度极快，其最好

品等行为不及时采取措施， 以及对

7 月 31 日， 在被舆论风暴席卷

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消费者

的证明是：1000 亿元的商品交易总

几天后， 拼多多终于站出来回应市场

权益保护法从维护消费者知情权的

额，京东用了 10 年、唯品会用了 8

的质疑，且一天内做出了三次回应。

角度， 也提出了网络交易平台的信

年、淘宝用了 5 年，而拼多多却只

息披露义务与责任。

用了两年零三个月。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第三款还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
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有
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然而，在网友对拼多多的评论

然而，随着网购的普及，人们

山寨奢侈品的橱窗，甚至部分疑似

商平台在不 能 提 供 卖 家 有 效 信 息

制假视频还获得了平台的推荐。

时，应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再向侵权
卖家追偿。

常会发现，电商平台上的山寨货在

而微信小程序在今年 1 月也

当天上午， 拼多多董事长兼

大肆泛滥。 今年 6 月，有电商投诉

曾因假货风波一度深陷舆论风暴。

此外，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

CEO 黄峥发布了题为 《坚持本分，

平台发布了“
6·18”期间的投诉数

有媒体报道称，在微信小程序里输

第二款、 第三款还规定：“网络用户

即使是恶意的攻击，也要善意地解

据。 在今年 6 月 18 日，投诉到平台

入“高仿”“精仿”等关键词，便会弹

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
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

中，低价、爆款、山寨多、质量差等

读》的全体员工信，表示：“一边倒

的涉假问题共计 156 件，含虚假宣

出一系列售卖高仿手表、箱包等的

是最常见的关键词。 引发此次舆论

的正面不是我们追求的，一边倒的

传、虚假承诺、假冒伪劣产品等，涉

线上店铺。 微信方面回应称，已永

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久下架 875 个此类小程序。

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

风暴的并不是低价问题，而是公众

负面也从来不是真实的拼多多”。

及到了相关平台或卖家的诚信问

对拼多多假货和山寨商品泛滥的

当天下午， 拼多多召开临时沟通

题。 其中，消费者明确指控买到假

会，其联合创始人达达回应的核心

货的投诉共计达 52 件。

消费者不满，平台头疼，从一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

个平台到另一个平台，为何假货如

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 承 担 连 带 责

在拼多多上市后的第二天，即

逻辑就是， 这些都不是拼多多的

尽管拼多多在此次回应市场

此盛行？ 一名家电产业从业人员在

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

7 月 28 日， 创维集团旗下 RGB 电

错。“老于妈、粤利粤、康帅傅、娃娃

质疑之时有甩锅给行业之嫌，但同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售假的商家

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 他 人 民 事 权

子公司的一则声明——
—“拼多多购

哈、太白兔”是网友恶搞的，“掉色

时也揭示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淘

都是想着捞一笔就走，即便最后被

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

物平台上出现大量假冒创维品牌

拖鞋以及陀螺仪刮胡刀、 门锁相

宝、京东、聚美优品甚至是国际电

罚款，前面也挣够了，一些商家甚

户承担连带责任。 ”

电视产品”便成为引发此次风暴的

机”也都是恶搞的，从来都没有在

商平台亚马逊等确实也曾一度深

至出事后直接跑路了事， 找都找不

第一次飓风。 声明中称，拼多多平

拼多多上出现过。

受假货的困扰。

质疑。

那么， 到底该怎样治理假货问

到。 在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

题，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 业内

台上部分假冒创维品牌电视产品

就在拼多多回应媒体外界质

资料显示，2015 年 1 月， 阿里

助理分析师贾路路看来， 售假利润

人士给出了治理假货问题的“三板

有创维先锋、 创维云视 TV、 创维

疑后的 8 月 1 日上午，国家市场监

巴巴在美遭到集体诉讼，导火索是

大、售假成本低、监管难度大、消费者

斧”：强化平台治理；加大对平台内卖

嘉、创维美、创维酷酷、创维云 视

管总局出手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中国工商总局在发布的“白皮书”

知假买假、维权成本高等多种因素共同

家的监管力度；加快构建和完善新型的

听、创维 e 家、创维等。 创维要求拼

表示，已经要求上海市工商局约谈

中提到了阿里旗下淘宝销售假货

促成了电商平台假货的泛滥。

市场监管体制机制， 同时也需要包括

多多下架山寨产品。

拼多多，对媒体及消费者反映的山

等问题。 尽管该诉讼在隔年的 6 月

第二次飓风来自童话大王郑

寨产品、 傍名牌等问题开展调查，

非毫无作为。 从 2016 年 4 月时起，

政府、平台、商家、用户、服务商等在
内的多方力量来协同治理等。

拼多多便开始有计划地加大力度进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

掉了 300 多亿美元市值。

行打假。 拼多多的假货处理规则明确

型电商平台如淘宝、 京东等已开始

此后，阿里在打假工作上投入

指出，若平台发现商家疑似销售假货，

意识到打假的重要性。 2017 年 7 月，

的资金和精力与日俱增。 阿里于

将通过实施暂时下架商品、临时增加保

上海奉贤区人民法院对淘宝网诉平

2015 年底成立了平台治理部，向假

证金金额、限制店铺资金提现三项举措

台售假店铺案进行一审宣判。 法院

劣疫苗流入市场，近

货和一切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宣

中的一项或多项对商家进行处理。

认定， 被告的售假行为对淘宝网商

日， 河南省唐河县人

战。 截至 2017 年 7 月， 已有 2000

一旦平台判定商家售假事实成立，

誉造成损害， 判处被告向淘宝网赔

民检察院干警深入全

多名员工专职负责打假，年投入达

商家要赔付消费者该款商品历史

偿人民币 12 万元。 这起案件也是全

县疾控中心， 了解疫

10 亿元。 尽管如此，依然未能完全

总销售额的 10 倍。

国首例公开宣判的电商平台起诉售

苗采购渠道、 储存环

遏制假货渗入平台。

境、流向动态等，摸排
公益诉讼线索， 确保
未成年人使用疫苗安
全。 图为检察干警在
疾控中心冷藏室和工
作人员一起查看疫苗
储存情况。
牛凌云 王永强 / 摄

副主编：李新胜

被美国地方法院驳回，但当时对阿

其实，拼多多在打假问题上并

里的间接影响是：4 个交易日蒸发

为了防范假冒伪

主编：李海洋

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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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1022110

对此，黄峥曾解释称，拼多多

假网店的案件。

“假一罚十” 等打假政策是在淘宝

然而， 毕竟电商平台并无执法

也曾遭受过假货的侵扰。 2017 年，

打假规则的基础上做了改进，相比

权， 对售假商家也只能是采取封店

亚马逊将打假定为重点目标。 而今

于其他平台更为严格。 然而，这样

等措施。 网络售假者若想再卖假货，

年 5 月，据英国《卫报》调查，亚马

的打假力度已两度引发矛盾。

很可能会换个马甲继续卷土重来。

即便是国际电商平台亚马逊，

逊上关于假冒产品的投诉仍在继

在他看来，假货泛滥，消费者

因此有观点认为，打击假货，不能只

续，投诉对象以规模较小的制造商

不满，平台头疼。 如何打假，已经成

让电商一个人战斗。 消费者要积极

为主。

为摆在众多电商平台面前的一道

维权， 有关监管机构该出手时也要

难题。

及时出手。

就连社交平台、二手货平台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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