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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监管平台
优化网购环境
我省11部门共同发力加强网络市场监管 □记者 荆锐 郭跃华

近年来，网络市场主体呈井喷式增长趋势，但另一方面，网络市
场侵权假冒、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违规行为比较突出。如何加强对网
络市场的监管，规范网络市场秩序，优化网络消费环境？8月10日，我省召
开了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第一次全体会议，搭建了一个跨部门
联合监管的新平台，省工商局、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食药监局等11个部
门联合发力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市场准入环境、竞争
环境和消费环境。这将有力提升我省对网络市场的一体化监管水平。

核心提示

互联网领域侵犯消费者合
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1至10月，我国网上实物
商品零售额 24454 亿元，增长 33%，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 1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
贡献率为 25.9%，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75 个百分点，而同时期实体店零售额增长只有
8.6%。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
品分别增长 41.2%、24.4%和 36.2%。其中，移动设
备的普及，提升了网络消费的便捷性。移动购物
已成消费者网购的主要渠道。

然而，网上购物在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扩大
消费的同时滋生了“毒瘤”：一是商品质量不合格
和假冒现象比较严重。据国家工商总局抽查，
2014年的网购正品率只有 58.7%。二是投诉和案
件增长迅速，2014年全国工商部门共受理网络购
物投诉7.78万件，同比增长356.6%；在消协组织受
理 的 20135 件 远 程 购 物 投 诉 中 ，网 络 购 物 占
92.3%。

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提醒公众，互联网领域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
犯罪行为突出，已经成为侵权假冒的重点环节。

2015 年 12 月 23 日，河南省工商部门接到举
报，称我省某食品有限公司在天猫网络平台开办
网店销售自己生产的点心，该公司在网店首页打
出“产品深耕烘焙20年”的宣传语，并声称产品中
所使用红枣为19年生树新疆枣。经调查，当事人
未达到深耕烘焙20年的生产工艺，其所使用红枣
也不能被证实全为 19 年生树新疆枣。当事人的
行为属于虚假宣传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
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工商部门责令当事人停止
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万元。

2015年12月，经百度驻鹤壁市业务人员介绍，
该市某医院负责人花费 1000 元制成广告宣传网
页，并在百度网站上投放。宣传内容介绍了该院概
况、医疗设备、专家团队等，在治疗方面重点介绍了
该院专业治疗肾病的优势，突出了“××肾病专科医
院”字样，宣传中提到“该院肾病疗法荣获国家‘十
一五’中西医结合肾病重点推广项目”。后经相关
部门调查显示，该院宣称的“肾病专科”并没有经过
相关部门审批、核准，属于虚假宣传。上述行为违
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鹤壁市
淇县工商局于2016年6月16日决定责令当事人停
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万元。

当事人温县某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天猫网络平
台建立网店，网店名称为“×××旗舰店”。当事人
在“紫薯条、山楂干、糖姜片、酸甜角、雪梨干、半边
梅、无花果干、铁棍山药豆”等小食品的广告网页
中都使用了“QS 商品具有生产许可证编号，符合
食品质量安全准入标准”用语。经查，当事人违
反了广告法第十一条“广告内容涉及的事项需要
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与许可的内容相符合”之规
定，属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项之规定，焦作市温县工商局于 6 月 22 日决
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4.8万元。

据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各级工商机关已立案
查处网络商标侵权、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虚假
违法互联网广告、网络传销等网络违法案件 163
起，结案146起。

近年来，我省网络市场监管联
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立足本部门职
能，积极履行职责，不断完善监管
机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优化网
络市场环境。我省网络市场监管
工作初见成效。

网络市场经营主体培育初具
规模。我省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落实登记注册制度便利化政策
措施，放宽网络经营主体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条件，进一步营造宽
松平等的准入环境。统计显示，截
至 2017 年 7 月底，全省登记名称中
含有“电子商务”字样的市场主体
达到 2.2 万户，占全省市场主体数
量的5%；注册资本总额667.1亿元，
占全省市场主体注册资本金的
7.35%。从历年新登记企业数量来
看，含有“电子商务”字样的市场主
体 2014 年以来呈现井喷式增长趋
势，2015 年新登记 0.28 万户，同比
增长 112%；2016 年新登记 0.84 万
户，同比增长200%。

网络市场监管力度持续增强。
近年来，省公安厅、省商务厅、郑州
海关、省通信管理局、省质监局、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省邮政局等11个
部门共同作战，把打击互联网领域
违法犯罪行为列为工作重点。

省公安厅在全省部署开展“打
击电话黑卡专项行动”“涉枪涉爆
违法整治专项行动”“侵犯公民信
息专项整治行动”等，清理了一批
网上违法有害信息，关停了一批网
站。

省商务厅持续统筹协调开展
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专项整治，积
极跟进了解各地、各打假办成员单

位专项治理进展情况，定期召开成
员单位联络员会议，通报工作进展
情况，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郑州海关在春节期间加大对
重点商品、重点渠道、重点口岸、重
点目的国的风险布控力度，提升打
击侵权有效性，并于今年 4 月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中美海关知识产权
联合执法行动”，查获运往美国的
涉嫌侵权运动鞋 597双。

省通信管理局开展互联网基
础管理、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
服务市场等专项行动，定期开展备
案信息抽查、空壳网站清理。今年
上半年，该局通过专项行动，关闭
违法违规网站 953 个，删除有害链
接 14 万个，暂停 IP 地址 151 个，清
理 3050 个未备案网站，清理空壳
主体 8122个、空壳网站 6209个。

省质监局大力开展电商产品
检验监测工作力度，下达 2017 年
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网上检验监测
计划，针对消费者投诉较多的陶瓷
坐便器、化妆品、卫生纸等 7 类产
品开展网上检验检测。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近年来加
大网购食品专项抽检工作力度。
今年上半年，全省安排网络食品专
项抽检 671 批次，发现问题食品 32
批次，对问题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
置。

省邮政管理局组织开展防范
和查处快递参与空包刷信用整治
活动和非法邮政快递网点清理整
顿活动，督促寄递企业如实填写快
递面单，及时发现并上报假冒侵权
产品线索，全面清理非法经营主体
等。

8 月 10 日上午召开的河南省网络市场
监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第一次全体会议，
对 11 部门联合开展的 2017 河南省网络市
场监管专项行动进行集中部署。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省要以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
社会反映集中、关系健康安全、影响公共
安全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为重点，开展联
合执法，依法依规处置互联网侵权假冒信
息，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严格执行反
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
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严厉打击网络虚假
宣传、虚假违法广告行为；深入开展反炒
信联合行动，严厉打击恶意注册、刷单炒
信、虚假评价以及泄露倒卖个人信息、合
谋寄递空包裹等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发挥
网监信息化系统和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的大数据分析作用，对证据进行固定和提
取，提高网络违法线索的发现率和案件查
处的精准度；进一步提升一体化监管水
平，加强监管执法联动和信用约束协同，
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市场准入环境、竞争
环境和消费环境，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快速
发展。

记 者 从 这 次 会 议 上 了 解 到 ，下 一 阶
段，我省将积极推进网络市场监管机制改
革创新，提高依法管网、以网管网、信用管
网和协同管网效能，营造良好的网络市场
环境。

——推进依法管网。及时跟进网络交
易新业态发展趋势，加强政策研究和综合
研判，强化规制建设的政策研究。结合网
络市场监管执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
时向立法部门反映相关意见建议。近期，
省工商局将研究起草《网络市场线上线下
一体化监管分工意见》《网络违法案件查
处指引》《网络经营主体建库工作规则》等
制度规范。

——推进协同管网。充分发挥网络市
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印发联席会议
工作规则。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执法
协同，进一步完善相关职能部门的线索通
报、案件查处和移送的联动响应机制，强
化对重大网络违法行为线索的追踪溯源
和联合行动，努力形成衔接顺畅、高效协
同的网络市场跨部门监管格局。

——推进以网管网。积极整合目前有
关部门信息化系统中的涉网基础数据，建
立完善配套相关数据管理制度。建设操
作便捷、功能完备、支撑高效的网络市场
监管系统，推进电子数据取证服务系统及
设备的建设与应用，提升网络市场监管信
息化水平。

——推进信用管网。注重运用大数据
加强网络市场监管，有效发挥失信惩戒机
制在网络市场监管中的作用。结合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强化网络
经营企业信息公示责任。加强部门间信
息共享和系统内部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
联动响应，推动实现失信联合惩戒。

部署

网络市场监管将步入
法治“快车道”成绩

我省11部门联合行动，网络市场监管
初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