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
行。欺诈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提至“退一赔三”，明确支持“购买者”在食品药品等领域知假买假……这些新规似乎让沉
寂多年的职业打假人前途一片光明———

职业打假人的春天来了？
!

本报记者 刘文晖

!

月
"#

日下午
!

时! 王海戴着他标志性

的墨镜走进中央财经大学学术报告楼六层的

一间会议室"他是来参加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研究会举办的#知假打假$打假名人座谈

会% 他的座位被安排在椭圆形会议桌的正中

间!挨着他坐的!是另外两名知名打假人士刘

殿林和邱建东"

"$

年前的三月!

%%

岁的王海从山东青岛

到北京出差!一次偶然的购物经历改变了他的

人生轨迹"

"$

年后的今天!他已是职业打假公

司的&掌门人$%

作为全国&知假买假$的第一人!王海把职

业打假这门 &不算太好$ 的生意坚持了近
%&

年!从英雄到刁民'从辉煌至沉寂!其中甘苦味

自知"今年
!

月
"'

日!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舆论认

为!&职业打假人的春天悄然来临$%

消法颁布!知假打假"英雄#辈出

"(('

年
!

月! 王海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

家商场花
$'

元购买了两副索尼耳机% 当他发

现耳机的合模处有毛刺时!怀疑自己买的不是

正品%当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不久!王海

想&以身试法$!看看如果买到假货!是不是真

能按消法&退一赔一$的规定获赔%他先去消协

投诉! 消协说他要先去质监局做商品鉴定%去

了质监局!工作人员说!耳机要送索尼公司鉴

定真伪!三个月后才能出结果%王海等不及!自

己找到索尼公司北京办事处%经鉴定!王海所

购耳机为假冒产品!但索尼公司拒绝为他开具

鉴定证明%按照消法规定!如果鉴定为假货!王

海会得到双倍赔偿
")&

元%

")&

元!还不够北京

两天的食宿费%无奈之下!王海将剩余的
"&

副

假索尼耳机全部买了下来!然后到工商局要求

责令商场赔偿%王海最后得到
$&&

元的赔偿%

几个月后!王海又来到北京!他先后在
"&

多家大商场买到假货并要求赔偿%当时!多数

商家赔了%

示范作用很快显现%几乎一夜之间!全国

各地&王海$不约而同地杀向商场*广州的张磊

落'南京的吴胜'石家庄的郭振清'福建的邱建

东++

&当时全国假冒伪劣商品大行其道!,退一

赔一-的惩罚性赔偿规定曾一度引发人人争购

假.茅台/现象%王海们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

时!也让很多厂家和经销商闻风丧胆!一些厂

家竟然喊出.防火'防盗'防王海/%$中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河山说%

很快!王海从一个无名之辈成了响当当的

公众人物%

"(('

年
"%

月! 王海成为中国保护

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第一位

获得者!得到奖金
'&&&

元%在当年的媒体报道

中!王海常常被称作知假打假的&英雄$%

身份遭遇质疑$%刁民&还是%啄木鸟&

然而! 很快! 另一种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明知是假货还去购买!而且购买只是为索赔!

也不是为消费! 不能支持这样的刁民$'&王海

不是真正的消费者!不该受消法的保护$%甚至

有人指出!职业打假人是以毒攻毒!有损社会

道德诚信%

其实!这种观点在王海第一次打假时就曾

出现%当时!商家只同意对他先买的两副耳机

进行赔偿! 认为他后来买的
"&

副耳机是故意

&使坏$!不同意赔偿%

中国消费者报社原社长李学寅回忆!

"(('

年
""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召开&制止欺

诈行为 !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王海究竟是

&刁民$还是&啄木鸟$0在那次会议上!两种观

点针锋相对!争论激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介绍 !

&当时各地法院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时!对

,欺诈/二字的内涵!尤其是消费者知假买假时

经营者是否存在欺诈!存在很多争议!一些法

院驳回了知假买假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

年
#

月!针对知假买假的争议!当时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的河山 &厚着老脸$打

了一场疑假买假的官司%因为怀疑某商行大批

量出售署名徐悲鸿' 齐白石的国画并非真迹!

他花
)&&

元和
%%&&

元购买了两幅 &名作$!并

将商家告上法院%法官审理查明!他购买的两

幅国画均为仿制品! 他因此获得双倍赔偿%这

是全国首例法院判决疑假买假消费者胜诉的

案例%不过!由于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司法实践

中各地对知假买假者提出的&退一赔一$诉讼

请求!态度不一*上海法院明确表示不予支持%

而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则将职业打假人视同

于普通消费者!支持其诉讼请求%

今年
!

月
*

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

庭审理了两起消费者维权案件%一起为诉某保

健品违规添加药品案!一起是诉某品牌红酒器

具的产地与商场标识不一致案%让记者吃惊的

是!两起案件的原告对法律条款及产品&国标$

的熟悉程度一点不比被告厂商所聘请的专业

律师逊色%主审法官刘杰告诉记者!他审理此

类案件两年多了!几乎所有的原告都是职业打

假人%&他们经常会有几起案子同时在一个或

几个法院审理!有的外地人因当地法院不认可

知假打假!常年在北京购假索赔%$

记者在庭审后采访两位原告!两人目光躲

闪!言语顿挫!刻意回避他们的职业身份%

司法解释颁布 知假买假获法律支持

知假买假要不要保护!一争就是
%&

年%

%&"!

年
(

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

通过%&这次修改亮点很多!但最大的遗憾是对

消费者的定义没有作调整%$河山说%

新消法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本法保护%$

&问题是!在判断消费者的身份时!若苛求消费

者证明自己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根本缺乏可操作性%$在消

法修订的过程中!刘俊海提出!将&消费者$的

概念界定为&购买'使用消费性商品或接受消

费性服务的自然人!但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为

向其成员或者受益人提供消费性商品或者服

务而购买消费性商品或者服务的法人$%

%&"!

年
"%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 (关

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其中第
!

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

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

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

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民一庭代理审判员

赵莹告诉记者!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规定

只局限于对食品'药品消费维权时将消费者认

定为&购买者$!但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对其他

领域的消费维权也并不区分原告是不是&真正

的消费者$%&因为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很难甄别

原告身份! 即使凭感觉判断原告是职业打假

人!也不可能找到证据证明他们不是为生活需

要购买%$&职业打假人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

诉讼技能!比普通消费者维权更有优势%只要

他们依法行使法律权利! 是应当受法律保护

的%$赵莹说%

!

月
"!

日!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产品责任纠纷系列问题召开的新闻通报

会上!该院民二庭高萍庭长解释关于此类案件

的原告资格时也提到!在对于明知产品存在质

量缺陷仍然购买的!即&知假买假$的当事人!

法律亦不禁止%

&这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 法律首次用一

个,购买者/的定义!将争论了近
%&

年的打假

者身份问题踢入历史的角落里%$ 沉寂多年的

职业打假人叶光兴奋不已!决定重出江湖%

这个司法解释对消法修订后没有解决的

问题作了重要的补充%职业打假人终于可以挺

直腰杆了%河山说!新消法将欺诈消费者的惩

罚性赔偿从&退一赔一$提高至&退一赔三$1耐

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自消费者接受商

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出现瑕疵或者发

生纠纷的!由经营者承担相关举证责任1这些

新规结合已经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对生产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

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的赔偿金的规定! 让职业打假人如虎添

翼%

职业打假人$社会体制创新的先行者

&我听一位从新加坡回来的环保专家说!

在新加坡巧妙利用污水可以实现无添加的环

境净化! 这让我想到了市场的自净化功能%职

业打假人发挥的就是市场的自净化作用%市场

监管和市场净化有很大一部分是矛盾的!有人

说!有了职业打假人还要政府干吗!我们要明

白!政府是需要纳税人养活的!但打假人自己

养活自己% 政府权力和资本之间很难界定!政

府一方面担负着社会稳定的任务!另一方面要

担负着
+,-

的任务!很多情况下 !政府在微

观管理时很无奈!所以应鼓励大量的职业打假

人参与市场博弈%$ 中国质量报记者杨荣坚长

期跟随工商'质监部门深入打假一线!对行政

执法部门的管理工作和面临的诸多困难深有

体会%杨荣坚说!消费者参与打假领域有四道

坎*一是政府权力的留恋效应1二是司法成本

太高!有些企业受到政府的关照1三是技术机

构的规范问题!比如消费者取证就很难1四是

消费者获取信息的难度很大%

&王海不仅是一个打假英雄! 更是一个社

会体制创新的先行者%$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尹飞说! 职业打假人为社会体制改革

提供了一条创新之路% 现在倡导小政府! 大

社会! 要把社会的事交给社会办% 但如何引

导社会成员仍是一个难题% 王海打假迈出了

可贵的一步% 我们时常说 &要尊重群众的首

创精神$! 现在群众已经首创了! 有关部门要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为社会问题提出行之有

效的解决方案%

&职业打假人为市场洁净作出了贡献!但

我不希望职业打假人永远存在!希望他们尽快

失业%&杨荣坚说%

王海的中国梦

在今年
!

月
"#

日的座谈会上! 王海的发

言题目是&我的中国梦222对完善消法的六个

期望$%

王海的第一个期望是能出台消费者协会

组织法%&现有的消费者协会应该改革为政府

下设的消费者保护局或人大下设的保护消费

者委员会! 而且不应该和经营者发生利益关

系%$ 他认为! 要促进真正的消费者组织的发

展!应给消费者组织的成立提供便利%比如可

以成立汽车消费者协会等等!&如果有孩子妈

妈协会的话!大头娃娃'三鹿奶粉这样的悲剧

就可以避免%洋奶粉事件也不会发生%$

第二个期望是能制定一部惩罚性赔偿法

案%&三倍十倍和
'&&

元起步价根本起不到惩

罚作用!也弥补不了消费者的实际损失%$他认

为! 惩罚性赔偿应改为当地人均年收入的
!

倍%

期望三是建立&吹哨人法案即举报人分享

罚款制度%$王海认为!政府应该把罚款的百分

之三十到五十分给举报人!提高违法者的风险

成本!降低监管成本%

期望四是制定举报人证人保护法案%不能

只有奖励没有保护%

期望五是制定公益诉讼费用补偿法案%对

于标的很小的公益诉讼! 政府要给予支持!降

低原告的诉讼成本%

期望六是制定行政罚款救济受害人法案%

&消费者权益受损却让政府得到收入是不合逻

辑的%尤其不应分给监管部门%要让行政罚款

具有公益性!应将一部分分给举报人!一部分

分给受害者$%

比起职业打假人这个称谓!王海更愿意把

自己称为 &讨厌消费者$! 他还在会上介绍了

&讨厌消费者$ 维权指引222根本原则是要坚

持消费者利益第一! 不要背叛消费者利益1同

时维权要坚持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

的一般原则%

&我很欣慰王海也在这么认真地研究法律

了%$服务打假的开创者邱建东说!从某种程度

上来看!职业打假者是平民法学家!这说明民

众在研究法律!在推动法律的进步!也会促进

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职业打假人是不法商家讨厌的消费者!

是法律社会中睿智的一群人!是受害消费者维

权的典范!也是执法部门有力的补充%修订后

消法加大了对不法商家的惩罚力度!增加了不

法商家的违法成本!也将催生一大批职业打假

人!使市场的自净能力增强!也会为国家节省

更多的财政支出%$刘殿林说%

&希望自己的梦想早日实现! 希望中国的

未来不是梦%$王海在发言的最后说%

编后$

毫无疑问!修订后消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

法解释的实施!让"王海#们有了更大的生存空

间$但能否就此断言"春天来临%!我们心里并

不十分确定$这是在标题中加上"&%的原因$

职业打假者是否会引发道德上的风险&这

是争论多年的问题$应该说!即使现在!风险依

然存在$ 但在假冒伪劣泛滥欺诈成风的现实

下!即使职业打假者对社会影响不完全是正面

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法律上支持他们!也

是明智选择$

报道中接受采访的法官! 都表示会支持

知假买假$ 但需要注意的是! 支持只是基于

他们个人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 !没相关

解释之前" 支持也不违背法律#$ 根据司法解

释! 目前支持知假买假的范围限于食品( 药

品( 化妆品( 保健品) 这些领域之外的知假

买假是否支持! 仍需法官作出判断 * 支持 !

法律来禁止+ 不支持! 法律也不认可* 对职

业打假者来说! 在这个地方可能是 '春天#!

在那个地方却可能是 '冬天#*

只有统一了法律!职业打假者在各地都是

'春天#!标题上的'&#才能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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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是职业打假的代表人物*他的喜怒哀乐!是这一群体生存境遇的'晴雨表#*

向“城市丐帮”宣战
在今年的总理与中外记者

见面会上!李克强总理讲了%要

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向污染宣

战&的话语'面对"东莞丐帮&以

及各个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的

"丐帮&现象!政府也要进行这

样的宣战' 这不仅仅是提升城

市文明(改善市容市貌的需要!

更是提高社会文明度( 保护人

权的重大问题'

!

王传涛

在广东东莞专门以乞讨谋生的

有
!&&&

余人!在东莞城区就有
"&&&

余人* 职业化乞讨人员对社会治安

造成了不良影响! 大部分乞讨人员

表示拒绝救助* 这些职业化乞讨人

员一般每天都能讨到
%&

元左右!少

数有时候能讨到
$&

多元!个别甚至

能讨到
"&&

元至
%&&

元* 在这些职

业化乞讨人员的背后! 往往是残暴

的犯罪集团!他们故意使小孩,老人

致残! 然后逼他们乞讨 !

!

月
"$

日

$南方都市报%#*

扫黄工作刚刚消停一会儿 !有

关东莞的另外一个灰色问题又被曝

光* 看到乞讨儿童和老人被打致残

的图片和视频后!许多人在问!执法

人员何在&相关救助制度何在&

乞讨尤其是伤残儿童乞讨问题!

近几年并非没有得到媒体(社会和政

府的关注*

%&""

年春节前后!由于建

嵘教授倡导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

童#的微博运动在网络发起!目的就

是打击涉嫌拐卖儿童行为和解救乞

讨儿童!这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社会

反响*紧接着!公安部打拐办也积极

行动!

%&""

年
)

月份!更是在
'

天之

内布置了两次打拐行动* 遗憾的是!

时间还没到
!

年! 城市里的丐帮就

'死灰复燃#!并且势头凶猛*

'微博打拐#与政府部门的'专项

打拐行动#!只能解决一时问题*如果

正常的执法状态没有建立!如果社会

救助仍然存在漏洞!如果打拐仅限于

运动!则每一个城市都必然会生出许

多的'丐帮#*这一命题!与扫黄和打

黑如出一辙! 如果权力习惯于割韭

菜!那么!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就会

如韭菜一样疯狂地生长*

'丐帮#并非帮派!但却是有组织

的乞讨+'丐帮#无关贫困!更多的是职

业化的乞讨*对于这样的社会丑恶面!

政府部门必须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

一是! 法律利剑要给力出击*打

蛇要打七寸*早在
%&"&

年!两高(公

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通知中就已经

明确了对拐卖儿童犯罪'依法从重处

罚#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要依法判处

死刑#的重典原则*于是!司法层面就

要加大对这些案件的惩处力度!以儆

效尤*尤其是对侵犯儿童健康和生命

安全的种种恶行!更要大力惩处*

二是!社会要建立健全发达的社

会救助体系* 正如报道中所讲到的!

许多 '丐帮# 成员是排斥救助的*其

实!这还是出于对我国社会救助体系

的不信任!似乎社会救助体系对他们

的照顾!远远不如他们的'老大#所给

的雨露*鉴于此!政府部门必须建立

起针对这些被打残的儿童和老人的

救济制度!让他们真切体会到组织的

温暖!让他们有家可归!有饭可食*

在今年的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

会上!李克强总理讲了'要像对贫困

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的话语*面对

'东莞丐帮#以及各个城市都不同程

度存在的'丐帮#现象!政府也要进

行这样的宣战*要知道!这不仅仅是

提升城市文明( 改善市容市貌的需

要!更是提高社会文明度(保护人权

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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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今日早报*

&“不许经商”
新闻$(新京报)报道!&谁要经商!打

断你们的腿%$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李

先念之女李小林谈起家风% 李先念主管

国家经济工作
%*

年!但他不允许儿女经

商 ! 李小林不无感慨地说 *&我们做到

了%$

点评$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儿女!我

相信!即使经商!他们也会远离权力*

所以! 李小林的回忆让我感受最深

的 !并非 '不许经商 #本身 !而是这样两

点-第一!对于儿女!当然也包括妻子等

其他亲属做什么!'父亲#要管!而不能由

着他们性子来+第二!被管的人要听*也

许并未甚至没想过用他的权力! 但亲人

在那个位置!为了避免猜疑!也为让亲属

腰杆能挺得更直!家属必须作出牺牲*

'管了!管不住#!或许有人这么说*

如果'管不住#的是配偶!尚有离婚和辞

职两条路+如果'管不住#的是儿女!那就

只剩下后一条了*

&$$#%件
新闻$中央纪委网站

"*

日刊发的文

章介绍 !

%&""

年四川省纪委立案
#'!&

件 !

%&"%

年立案
)$!(

件 !

%&"!

年立案

((!$

件!立案数连续两年持续提升%

点评$一个案件!至少一个人*

((!$

!

离一万差
*%

*也就是说!只要
((!$

个案

件中有
".

涉及两人以上!一些网站'万

人被查#的说法就是对的*

立案数连续提升! 当然是查处力度

加大的结果*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纪检

监察人员的努力和汗水*但说实话!立案

数量这么多! 又真让人不踏实...如果

查处力度进一步加大! 立案数量会不会

继续上升&

按照哲学原理!存在决定意识*就腐

败案件查处而言!腐败案件有多少是'存

在#!能查处多少是'意识#*百姓期待的

理想状态是-无案可查*

&霸道
新闻$

!

月
"$

日(

%"

世纪经济报道)

报道!江苏省镇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

长李卫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组

织调查% 多位与李卫平打过交道的人士

透露!&他在主政期间非常霸道$%可以显

示 &霸道 $的证据是 *他主持召开的会 !

&县局级机关以及下面乡镇的 ,一把手/

们都不敢来$%

点评$他主持的会!很多人竟然不敢

来*这要霸道到啥程度&想不出来*

当一些人眼里! 霸道成了魄力的代

名词!原来就霸道的更霸道!原本温和的

学着霸道!不奇怪*需要注意的是!霸道

是需要'资格#的*报道说了!'非常霸道#

发生在他'主政期间#*当县委书记!能霸

道+当副市长!霸道不起来*

作为下属!再霸道的领导也不用怕*

如果有机会! 看看他在比他官大的人面

前啥样吧!那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