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店售假 大品牌睁只眼闭只眼
赝品能给一些品牌做“推广”，消费者维权路上常退让，假货遭各方纵容

□记者 段婷婷 鲁强
实习生 赵黎燕

近日，聚美优品、京东等多个电商平
台被曝知假售假，使得网民对于电商的
信任陷入低迷。近日，市民张女士反映，自
己从网上购买的化妆品希望拿到专柜去验
货，却发现商场专柜不提供验货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想要为自己购
买的商品验明正身并不容易，高昂的维权成
本使得不少网购消费者选择退让，而品牌商
为了获得宣传效果，对售假也是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网络售假遭到各方“纵容”。有媒体
称，网购奢侈品85%是赝品，一些消费者为
了图便宜，明知是赝品，也不愿意多花钱买
正品，一些品牌正品在网上销量很低。

欲为奢牌入驻清路

阿里巴巴清“灰市”
据新华社电 阿里巴巴为吸引

国际奢侈品牌入驻旗下天猫商城，出
了一记狠招，承诺为入驻奢牌扫清非
授权销售和仿冒假货。

美国《华尔街日报》１０日报道，
英国Burberry服装公司一直对天猫
和淘宝上的打折销售颇为不满，其
中没有一家店铺得到Burberry的授
权，而且其中不乏假货。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阿
里巴巴已告知Burberry，集团将尽
最大努力从旗下网站清除Burberry
商品的非品牌授权销售。Burberry
今年４月进驻天猫商城。

《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数十个
卖家和分析师后说，阿里巴巴为吸
引高端品牌入驻天猫，对多家大牌
企业采取了类似措施，承诺只要这
些品牌在天猫开店，就将为它们扫
清非品牌授权销售和打假。

《华尔街日报》评论，在美国纽
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夕，阿里巴巴
急于吸引奢侈品牌入驻，以招徕更
多品牌、买家和潜在投资者。

Burberry入驻天猫前，超过５０
家店铺销售这一品牌的商品，但无
一获得品牌授权。Burberry天猫旗
舰店开业后，所有无授权商品从天
猫消失。不过，今年７月又出现两个
转卖Burberry香水的卖家。

阿里巴巴告知一些店铺，他们
必须停止销售Burberry产品。阿里
巴巴阻止一些店铺展示Burberry的
商品，频繁检查以确保店铺不会使
用Burberry的版权照片。

美国市场研究机构Ｌ２公司首
席执行官斯科特·加洛韦说，阿里巴
巴在天猫清理“灰色市场”，的确对
一些高端品牌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毕竟，阿里巴巴是通往中国３亿网络
买家的门户。２０１２年，天猫和淘宝的
总交易额超过１万亿人民币，超过美
国电商亚马逊和亿贝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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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少消费者对于网络上假
货水货充斥的现状都心中有数。然而年
轻人上网就是为了图便宜。记者看到，在
聚美优品的促销活动中，15ml的即时修
护眼部精华霜价格为349元，而天猫雅诗
兰黛官方旗舰店中同款价格为560元，相
差200多元。这种差价是吸引消费者的主
要因素。

今年4月，奢侈品大牌Burberry入驻
国内最大电商平台天猫，这是国际奢侈
品大牌首次进入第三方网购平台。然而
没有打折、没有促销，却也没有打来预想
的销量，18天仅销售132件，还有32件遭

遇退货，彰显出目前电商的尴尬境地。
很多品牌在网上原价销售没有竞争

力。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管理学博士袁信就曾表示，“网上文
胸的平均价格在四五十元，而曼妮芬的
产品均价在400元左右，从网上销售很难
走货。”

而对此，电商平台更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其实知道网络上的东西不
可信。”市民小王说，通常她会在网上
购买服装，“就算不是正品也一样穿”，
不过至于化妆品等她还是倾向于商场
内购买。

那么，品牌商对于目前电商平台上
的假货，怎样对待呢？“假货压低了价格，
抢占了市场空间，品牌商应该会大力打
假。”市民王先生的想法代表了不少市民
的意见。实际上，品牌商打假却很难见
到。

济南本地电商龙头品牌韩都衣舍，
作为一个自有品牌经营者，对于一些
网店商家的仿冒、假冒是如何进行应
对的呢？“对于一些小店的盗图或者品
牌假冒等行为，我们通常的做法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小店的出
货 量 非 常 小 ，对 我 们 的 经 营 影 响 不
大。”韩都衣舍一位相关负责人解释
说，而且这种行为从一个侧面来说，对

韩都衣舍的品牌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
作用，“当然如果销售量比较大的话，
我们则会采取一定的申诉维权措施，
对其仿冒、假冒行为进行追究。”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一些品
牌来说，如果有人仿冒，等于替品牌做
了推广。所以品牌商通常不会去打假。
待大牌自有渠道可以铺到一定程度
时，可以同时容忍一定程度的水货与
假货。只有市场已经完全拿下时，不再
需要假货水货的宣传，才有打假的动
力。来自财富品质研究院的调查发现，
超过3/4的入华奢侈品品牌认为，“山
寨”对其品牌的冲击力并不如想象中
大。

那么，如何才能为自己购买的货品
验明真身呢？记者了解到，检测机构很难
对品牌真假做出判断。通常可以做首饰、
玉石以及珠宝等真假鉴定，对于化妆品、
服装等可以按照国家标准进行重金属等
各个指标的数据检测，但是很难证明品
牌真假。

想要证实货品真假，通常消费者需
要找到品牌公司，拿到鉴定报告。然而程
序繁琐、成本高，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做这
样的鉴定。

不少商家通常选择退货了事，而消
费者通常也不会深究。市民王先生前段

时间从某网站购买了一双鞋子，价格只
有70块钱，看图片样子也很漂亮。然而拿
到鞋子之后，王先生大失所望，竟然发现
还没穿就已经开胶。反复与客服沟通、拍
照之后，对方才同意退货，退货的邮费还
得由王先生出。“鞋子一共70元，折腾好
几天还要搭上十几块钱的邮费，实在有
些闹心。”王先生表示。

虽然网购侵权的事件时有发生，但
是实际上真正通过正规途径维权的并不
多。记者从济南市工商局了解到，去年来
共查处网上虚假宣传、网上售假等违法
案件18起，罚没款8万余元。

电商平台知假售假的消息，让平时
经常网购的王女士有些坐不住了。她将
自己从网上购买的化妆品拿到商场希望
能够验明真假，然而多数商家都给出了
无法验货的答复，这时她才发现网站上

“支持专柜验货”的保证形同虚设。
近日，记者走访了和谐银座、八一银

座、恒隆广场等多个商场。在一商场西铁
城专柜，记者咨询销售人员是否可以验
货，工作人员称验不了。“现在造假都是
一对一高仿，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真假，
可以找修表师傅看看机芯。”而银座商城
八一店浪琴专柜、天王表等多家品牌也
都给出了类似的答复，让记者找售后问
问。

在化妆品专柜，OLAY玉兰油的售

货员表示不会验，她只负责销售专柜产
品。巴黎欧莱雅的售货员说可以帮忙看
看，“拿我们的专柜产品给你对比一下，
有的差别很明显，上次有位女士拿她在
网上买的化妆水来，我们晃了晃对比了
一下看出和正品差别很大，上面印的字
体也不清晰，确定不是正品。”尽管帮忙
验货，如果是假的话，售货员也无法提供
证明，消费者依然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随 后 ，记 者 又 咨 询 了 大 嘴 猴 、
GUESS、雅漾等多个专柜销售人员，发
现多数都不提供验货服务。部分销售员
出于帮忙的角度，愿意用商场货品进行
比对，也无法给出权威的验证，更无法出
具证明用以维权。

专柜验货？商场能验也不给开证明

网购维权？程序繁琐成本高

没人打假？网络售假遭各方“纵容”

自讨苦吃？有人明知是假还买便宜货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专家王科
峰对记者表示，随着电子商务的激
增，网络侵权案例也逐渐增多，目前
有三种类型的网商，一种是自营的
电商网站，一种是平台网站，一种是
自营和平台式混合的网站，“按照中
国的法律，网站售假都应该承担相
应的管理过错，三种不同类型的网
站，对其售假的法律判断也不同。”

如果是自营网站售假，当然是直
接负有侵权责任，如果是亚马逊、天
猫等平台类企业售假，若品牌方收集
相关证据向网站反映，网站没有采取
相关措施制止如清除链接，或设提供
相关信息配合打假而造成侵权行为进
一步扩大的话，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王科峰认为，相比而言，天猫的
商家售假，会比在淘宝网的商家售
假，网站所承担的责任更高，因为天
猫具有更多的审核义务，并且收取
了质量保证金。但是对于淘宝网来
说，如果不是品牌方提出要求，其海
量信息无法前期一一识别和审核，
网络提供商前期可能只能尽到社会
和道德责任。 据《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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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维权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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