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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灰色产业链调查
张维 罗聪冉
近年来，职业打假套路越来越深，甚至呈现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
程式化趋势。对此，专家呼吁明确正当维权与敲诈勒索边界，切实保护消费
者权益和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分享教程传授经验 职业打假成产业链

笔者调查发现，职业打假早已
形成产业链。以“职业打假”
“打
假”为关键词的 QQ 群有近 3000
个，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达到上千人
的大群，大量职业索赔者混迹于此。
这些 QQ 群的群文件中有大
量开展职业索赔的资料，包括各
种商品的打假思路、举报话术、
差评文本、法律条文、起诉撤诉
样本等，还有专人定制假货鉴定
书、质检报告等。
该群成员既有熟知套路的
“ 老 手 ”， 也 有 刚 入 行 的 “ 小
白”。新人既可免费学习群里分
享的基础教程，也可交“车费”
让“老手”带“上车”。在行话
里，“上车”是指与别人一起组
团打假。笔者以“小白”身份了
解到，通常“老手”带一次的费
用 在 30 元 左 右 ， 如 果 “ 拜 师 ” 商家高价赔偿。接触多名“老
还可以一直跟着学全套。一名已
手”后，笔者了解到“吃货”的
接收 10 余名徒弟的“老手”告
方法相对简单，但“老手”更愿
诉笔者，其收徒学费为 499 元。
意选择“赔偿”打假，因为可以
职业打假主要有“吃货”和
拿到几倍的赔偿。
“赔偿”两种方法：“吃货”是指
根据某 QQ 群内分享的教程，
收货后申请退款但不退货；“赔 “赔偿”打假有以下流程：挑选目
偿”是以举报、起诉等手段要求
标商品下单，通常为 含 有 极 限

利用投诉牟取私利
肆意挤占执法资源
在职业打假人的“办事规
程”中，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是
重要一环，由此造成相关部门接
收的投诉举报数量大幅增长。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的数据显示，2017 年该局共收到
职 业 索 赔 投 诉 举 报 7.6 万 余 件 ；
2018 年上升至 17.6 万余件；2019
年上半年，在市场监管部门与多个
执法、司法机关的合作打击下，职
业索赔现象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数量有所回落，但仍有2.8万余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
稽查局五级执法员方灿宇介绍
IC

词、无中文标识等产品；到货后
找卖家协商，以商品描述不符合
法律规定为由索要 3 倍赔偿；如
果卖家不答应，就在购物平台举
报或在 12315 投诉；如果卖家仍
然坚持不予赔偿，则宣称起诉到
法院，这时卖家考虑到费用、时
间等问题，基本上都会妥协。

要挟商家破财消灾 目的不纯恶意索赔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但上述手段显然已经让打
假变了味。在此过程中，经营者
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某网店店主小林所售卖的一
款产品因标签存在描述上的瑕
疵，被一名买家投诉到市场监管
部门。小林马上向生产该产品的
工厂反馈整改，但该买家的目的
并不单纯，在此后的交涉中以撤
诉为条件向小林索要钱财。
小林起初并未妥协，但随后又
有一名买家联系小林，扬言要号
召人一起来“玩”其店铺销量靠
前的产品。因担心今后麻烦不断，
小林最终选择破财消灾，转账 500
元给对方进行私了。该名买家收到
钱后，向小林发来其在投诉平台的

撤销截图。这张截图显示，该名买
家至少投诉了30余家店铺。小林
向电商平台举报该买家异常索
赔，目前这个账号已被封号。
小林的遭遇不是孤例。近年
来，像这样滥用消费者投诉举报
途径的案例屡见不鲜，甚至还有
人被勒索钱财后发现可以由此牟
利，转而向对方学习投诉、敲诈
勒索之道。
2017 年，曾是某网店店主的
陶某被他人以商品描述中存在极
限词为由勒索钱财。事后，陶某
转而向对方学习敲诈勒索钱财的
方法，从被害人变为施害者。其
与同伙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商品
介绍中含有极限词的店铺，然后
分工合作，以恶意投诉、威胁为

手段向近万家电商平台店铺实施
敲诈勒索，其中成功敲诈 400 余
家。
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法院公开宣判了该起案件，陶某
等 3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并处相应罚金。
“商家是否违法，应由工商
部门认定。职业打假人利用商家
不懂法律、怕麻烦的心理，屡屡
得逞。这种行为不仅没有净化网
络环境，还造成大量行政资源的
浪费。”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
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
为，打假人的目光应该聚焦于真
正的假冒伪劣产品上，而不是让
法律法规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
以打假之名行假打之实。

说，职业索赔投诉举报的数量庞
大，但真正涉及产品质量问题、
有价值的线索不足万分之二。大
部分的执法资源被用于处理职业
索赔举报及其后续的信息公开、
行政复议和诉讼、纪检监察等，
造成执法资源被不正当挤占。
“行政机关处理投诉举报是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规范经济
秩序。无论是标签问题，还是极
限词问题，如果没有对消费者造
成误解，则属于轻微违法，按照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可以不予处
罚。”方灿宇说。

职业索赔应受规制
依法打击敲诈勒索
随着职业索赔的危害性日渐
显现，规制职业索赔已成为全社
会共识。
8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依法打击以打
假为名进行的敲诈勒索行为。
近年来，多地公安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重拳打击职业索赔
犯罪团伙，捣毁多个黑恶团伙。
2017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
在 《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第 5990 号 建 议 的 答 复 意 见》 中
称，
“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
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浪
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
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
在市场监管方面，目前上
海、东莞、杭州等地已率先发
文，明确打击恶意索赔。以上海
发布的 《关于有效应对职业索赔
职业举报行为维护营商环境的指
导意见》 为例，提出建立职业索
赔异常名录，同时建立应对职业
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的跨部门协
作机制和相关联席会议，加强行
刑衔接。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广东省

东莞市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程春华法官介绍说：“我们处理
的个案并非全部不支持职业打假
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当前
实际情况来看，职业打假人有一
定的存在价值，针对职业打假不
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我们的
职责是怎样去规范他们，防止出
现借打假名义进行恶意投诉、敲
诈勒索的乱象。”今后应形成一
些标准和程序，让职业打假人真
正实现职业化，对他们给予一定
的规范引导，让其打假更加专业
有效，依法有序进行，从而发挥
积极的市场净化作用。
高艳东认为，职业索赔现象
需要民刑对接，共同规制。“民
法上填补职业索赔人可能钻的法
律漏洞，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
围应当有所调整，将质量合格仅
存在形式瑕疵的商品排除在惩罚
性赔偿之外，限制其单纯打标
签、打极限词等牟利行为，将其
引导到真正打击不合格产品的方
向上。在刑法层面，以敲诈勒索
罪、寻衅滋事罪等制裁涉案金额
大、社会危害严重的职业索赔
人，树立法律红线。”

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请
求认定被申请人陈某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申请人的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老父不糊涂 赠房有理由
本报讯 申请宣告无民事行为
能力须具备一定条件。近日，深
圳市宝安区法院受理了一宗民事
诉讼特别程序案，依法驳回申请
人请求认定被申请人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主张。
陈某、李某夫妇婚后育有五个
子女。随着两人日渐年老，陈某又
长期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陈
某、李某决定跟随排行第三的儿子
一家生活。老三及其媳妇尽职尽责
的照顾，让老两口决定将登记在陈
某名下的一处房产赠与老三，以帮
扶老三一家的生活。
老大和老二得知父母的决定

后，表示坚决不同意，认为老两
口“一碗水端不平”。尤其是老二
心里十分委屈，其也曾长期照顾
老两口，而老两口却唯独将房产
赠与老三。
为了阻止老两口的赠房行
为，老大和老二向宝安区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特别程序，以陈某患
有疾病、认知和语言均有严重障
碍为由，申请宣告陈某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庭审中，陈某到庭接受询问，
全程均能清晰表达其意思，且身体
情况尚可。陈某确认其所有意思表
示均系其真实意愿，并强调其愿意

继续跟随老三一家生活。老大和
老二听后仍坚持其主张和请求。

■法官说法
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完全不
具有以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
以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不
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
为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或者
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

但申请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被申
请人须为精神病人 （包括患痴呆
症人员）。一般情况下，若被申请
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或者其他疾
病，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且通
过法庭调查无法判断被申请人的
精神状况的，则需要进行行为能
力方面的司法鉴定或者参照医生
的诊断、医嘱予以确认。其次，

须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利害关系
人应当包括被申请人的近亲属及
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的人。最后，须经法院依法宣告。
宣告自然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的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特别程
序，其法律意义在于充分保护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和
其他合法权益，从而确保民事交
易活动正常进行。 （肖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