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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网店刷单，或致刷单成本攀升，猫和老鼠游戏进入深层博弈

电商状告恶意刷单平台
□本报记者 杨霄 文 记者 白周峰 摄影

不解恨 阿里对傻推网等刷单平台开启“追杀”模式

“法无可依即可逍遥自在？”
12月 5日，阿里巴巴发布消息
称，已将刷单平台“傻推网”诉上
法院，状告其涉嫌严重危害市场
竞争秩序，索赔标的216万元。

这是国内电商平台状告刷
单团伙的首例，也是政企联手实
地打击刷单的首个成功样本。
所谓刷单，又称信用炒作（简称
炒信），是指网店付款请人假扮
顾客，用以假乱真的购物方式产
生交易记录、好评，以求提高该
网店在电商平台的排名和销量，
从而获取更多顾客消费。

早在4月，傻推网就被杭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阿里联手
揪了出来。该刷单平台由一名
90后小伙成立，业务覆盖几乎所
有电商平台，开业仅一年就获利
颇丰。经查，除杨某本人获利36
万元，其余数名刷手合计获利超
180万元。此后，执法机构对傻

推网进行了查处。
那么，傻推网已受到行政处

罚，阿里为何还穷追不舍？
阿里平台治理部一相关负责

人称，傻推网组织刷单非法牟利
超过200万元，但据《网络管理交
易办法》规定，行政处罚上限为
20万元，而杨某及其团伙仅被处
以10余万元罚款。可以说，这对
他们来说影响不大，随时可以另
起炉灶。既然行政处罚已不能有
效惩罚刷单，那么该公司将寻求
通过民事诉讼，在法律框架内尽
一切手段“追杀”刷单组织者。

被“追杀”者不止傻推网，如
阿里方面称，仅由4月至今，已配
合执法部门连续查处了“整点抢”、

“牛刷刷”、“领啦网”、“蓝天碧
水”、“蓝天网”等大型炒信平台。

在递交法院的诉状中，阿里
巴巴明确表示，刷单行为使平台
数据受到严重污染，不仅破坏评

价体系、误导消费者，也构成不
正当竞争，严重危害市场竞争秩
序，损害阿里巴巴的市场声誉和
竞争力。“将利用获得的民事赔
偿筹建‘反刷单基金会’，用以支
持更大范围内的反刷单行为。”

除将刷单服务商诉至法律
层面外，阿里亦在同日宣布，针
对商家“好评返现”等营销行为，
天猫明令禁止并予以重罚。

“好评返现”，是一种较温和
的变种刷单手段。通常，卖家会
在商品页面或发给买家的包裹
里夹带诱导性的广告，如“买家
给出5分好评、评论写够20字，
即可拿5元返现”等。

毋庸置疑，阿里系电商“篱
笆”又一次筑高，对卖家的“刷
单”营销手段将产生冲击。但这
能否摧毁网商的刷单诉求，或从
根本上遏制刷单服务者对破规
矩的“道行”修炼，仍值得商榷。

生存博弈 网商刷单成本6年翻了10倍

“交易量清零或永久关闭店
铺。”这是阿里对“刷单涉案”网
商们做出的严厉处罚。

但问题是，刷单虽违背了卖
方的基本诚信，乃至成了不良商
家炒作爆款或低劣商品倾销的
恶意手段，同时却是很多网商在
市场上博弈生存空间的基本方
式。

“不刷单，店就活不成。”省
内一知名通讯器材电商负责人
高强（化名）称，刷单是网商适应
平台上商品排序规则的一种手
段。简单说，网店及商品的购买
频次越高、搜索量越大、好评率越
多，平台就会对店铺与商品划拨
更多的流量引入。尤其是新开的
店铺，经过平台短暂扶持后，就会
沉没在广袤的商品市场。

“你买商品，会翻到某个类
目的第10页以后吗？这就是根
本症结。全国网商都挤一起竞
争，太惨烈了。”高强坦言，自己
代售的通讯类商品分属一个小
类目，品牌在业内的优势性相对
较强，因此每月只需刷几十单即
可在类目中迅速上位。但经营
大类目商品的网商就没这么幸
运了，每月刷上几千单也难有好
的起色，比如服装、化妆品等。

不过，高强对刷单既爱又
恨。爱的是，这能为他在短期迅
速带来收益，并与同业竞争者形

成等量对峙；恨的是，他销售的
商品由于体积过小，经常会被某
些快递公司当做“空单”（空包
裹）直接扔掉。而2014年后，很
多人会莫名其妙收到一些空包
裹，即是因某些快递业在助推或
直接参与为网商刷单服务。

“与电商平台每轮实施严打
相对应的，其实是刷单服务商

‘道行’的相应提升，以及服务价
格的上涨。”如省内某食品企业
前电商部负责人范某称，2010
年，由他主持公司在各平台开设
官方网店，刷单成本为 0.6～1
元/单。而今，能拿到5元/单一
定是非常牛的网商，与刷单服务
商非常默契且订单稳定、足量。
但即便如此，只要平台打击的风
头稍紧，刷单的成本会立刻飙至
10元/单以上。

也就是说，刷单成本较6年
前翻了10倍。省内另有3家网
商负责人给予确认。据了解，这
是平台不断变化游戏规则、加大
处罚力度所传导的结果。6年前
刷单，只需通过聊天器传给“刷
客”商品链接地址，无需规避太多
的规则。而今，必须要求“刷客”
的一系列动作看起来都像真的，
从进入平台、选择商品内容、搜索
关键词、聊天内容、页面浏览时
间、商品打分与撰写好评等。

不止如此，刷单产业对国内

互联网经济几乎每一寸肌体都
有深度侵蚀，尤其是每年的“双
11”期间，是各类品牌或网商刷
单对飙的最疯狂时段。同时，此
前重灾区多集中在电商平台、网
约车、外卖、公众号，如今就连直
播平台炒作“网红”，都有相应的
刷人气、上热门的套餐服务。而
这，是中国公司留给全球互联网
产业的笑柄。

这场电商与品牌商、网商之
间的“猫鼠大战”，虽然结果难以
预料，但至少，官方与企业已开
启了联手打击行动。如在10月，
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中央网
信办等7部委，邀请阿里巴巴、腾
讯、百度糯米、滴滴出行在内的8
家互联网公司组建了反刷单联
盟，共享反刷单信息打击网络刷
单行为。

“刷单看似是网商对自家交
易额的注水，实则是对电商和自
有品牌的自毁，对消费者信任的
亵渎。”河南电子商务协会秘书
长张苏丰举例，越来越多网购
者对商品需求，正在从价格驱
动转向为商品质量和服务内容
驱动，相信会有更多消费者，对
那些非诚信的商家站出来投反
对票，拒买他们的任何商品，“希
望河南网商不要随波逐流，好的
产品和服务才是赢得市场未来
的关键。”

□本报记者 杨霄

聚美优品七成进口商品
由郑州“E贸易”关口入境，网
易考拉也打算明年试验以郑
州为轴心的跨境网购“当日
达”服务。这是自郑州开启

“E贸易”试点连续3年领跑
全国的结果。

12月 5日，郑州海关发
布最新数据，截至 11 月 30
日，郑州试点已累计验放包
裹破亿，商品交易累计规模
突破百亿元。

跨境电商吞吐量强势领
先，令深处内陆的“郑州港”
颇有风光。据郑州海关发布
消息，截至 11 月 30 日，自
2013年郑州开启跨境电子商
务零售进出口业务以来，郑
州海关已累计验放包裹1.04
亿包，商品货值101.04亿元，
征收进口税款7.07亿元，跨
境备案试点企业达到 1359
家。其中，验放进口包裹数
量累计9758.5万单，商品金
额100.04亿元。这意味着，
郑州已持续3年领跑全国同
类关口。

“这相当于1亿人次参与
跨境网购、合计购买百亿价
值的商品，是由郑州进入中
国境内的。”郑州海关对新成
绩单给出了通俗解读。如其
介绍，以自贸区获批为契机，
河南全省正在推进自贸区建
设和跨境电商行业新发展的
深度融合。除河南保税物流
中心外，郑州机场、新郑综保
区、铁路东站等先后开展不

同模式的跨境电商业务，焦
作、南阳、许昌等地也已陆续
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前期调
研。此时，关区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各类型企业已备案
1359家，其中电商企业已有
1199家。

事实上，包裹过亿、交易
量破百亿的背后，还隐藏了
一个数据：以河南为轴心的
区域跨境网购消费群，每人
次的消费额达到了百元。
而这，比郑州市区的大型超
市客单价高出一倍以上。
正因消费量快速增长，无论
是聚美优品、网易考拉、小
红书这些外来电商，还是本
地中大门、诺天源等本土公
司，它们在郑州仓的货物吞
吐量得以在国内领先。如
聚美优品，郑州跨境仓的出
货量占其国内七成以上。
而网易考拉郑州仓排名各
地区分仓第二。该公司一
负责人透露，郑州仓当前的
出货效率出色，对该仓所支
撑的区域市场有望在明年
试验“当日达”宅配服务，较
此前可提速 24～48 小时。
与此相对应，郑州海关的数
据是，优化升级后的电子商
务信息化监管平台已全力支
持跨境“秒通关”，每秒处理
单量约3票，峰值达到每秒
35票，保持全国领先。

试想一下，如果有了跨
境网购“当日达”，郑州人今
儿晚上炒菜还会担心那瓶意
大利的番茄酱、日本的酱油
漂在海上吗？

由郑州入境的跨境网购货值超百亿

“郑州港”连续三年领跑

每天从各种聊天器接到刷单邀约,对网商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

□本报记者 古筝
实习生 姜星星

一场以创意开发为主的
大学生金融设计比赛“疾风
掠过”校园，在全国开启“大
浪淘沙”模式。

近日，2016年“工商银
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
设计大赛复赛花落郑州，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火热开
赛。来自郑州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天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河
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16支代
表队参加了本次复赛。从虚
拟现实智能终端到高校活动
赞助平台，从大学生理财产品
到人性化大学生预约理财平

台，从大学生兼职软件设计到
大学生旅游软件开发，16支
代表队全面开花，以工银e校
园为依托，创造设计了一系列
目标明确、创意独到、具有实
用性的金融理财产品。

据了解，“工商银行杯”
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设计大
赛已走过7个年头，自今年6
月正式启动以来，已有来自
全国千余所高校的15万余名
大学生报名参赛。经过5个
多月的报名、海选、初审以及
复审，作为本届大赛核心环
节之一的金融创意设计比赛
从当日开始正式进入线下复
赛阶段，也成为中国工商银
行发掘优秀校园创新人才的
良机。

大学生金融创意设计大赛
在郑州复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