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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网站成网络失信重灾区

婚恋大事，能否交给网站解决
为真爱添加“保护锁”不能没有法治。建议加快网络婚介领域的立法工作，出台行业标准

□记者 王园园

大龄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已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各类婚恋网
站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借婚恋网站行骗的案件时有发生。一些相亲婚恋网
站不仅存在违规失信问题，也成为不法分子借婚恋交友名义实施诈骗等犯罪的
温床。依法打击和整治网络婚恋市场刻不容缓。有律师认为，要防止涉及婚恋
的网络诈骗，首先要将网络婚介行业乱象的治理提高到国家法律层面，建议进
一步加快立法工作，尽快出台网络婚介的行业标准。

“我是在婚恋网站上认识他的，我们交
往快半年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
是没想到他竟不是单身，而且他老婆还是我
的同事。怎么就这么巧呢？”6月 14日，在某
婚恋网站上被欺骗感情的郑女士对记者哭
诉她的经历。

35岁的郑女士是郑州一家外企的白领，
半年前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比他年长5岁的
陈先生。陈先生称自己中年丧偶，单身快 3
年了，郑女士被对方成熟的气质、儒雅的谈
吐所吸引，很快坠入爱河。在两人交往快半
年的时候，郑女士的女同事徐某一番质问，
揭掉了陈先生的“面具”。

原来，徐某和陈先生结婚近15年，女儿已
经上初中。最近，徐某觉得丈夫陈先生不太对
劲，就翻看了他的手机，没想到丈夫的“小三”
竟然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郑女士，徐某和郑女
士同事多年，关系一直不远不近。两人当场对
质以后，知道了陈先生“隐婚”后在婚恋网站上
交女友的事实。目前，徐某已向陈先生提出离
婚，郑女士也和陈先生分了手。

采访中，郑女士对记者说：“失去信誉的
婚恋网站注定‘活’不长，它采取欺骗用户的
方式去营利，最终会失去更多的用户。婚恋
平台需要严格审核用户的信息，必须确保每
个注册用户都是实名的，其他隐私信息也得
真实可信。希望大家不会像我一样受骗。”

日前，38岁的李玲(化名)花了 5万元后，
成为一家婚恋网站的高级会员。该婚恋网
站为她推荐了52名人选，但李玲仍未征得如
意郎君。候选人中有许多是可以在婚恋网
站上免费找到的。她称签订合同时，自己以
为候选人应该全部是网上找不到的“线下”
候选人，且她认为没有得到价值 5 万元的相
应服务。近日，李玲以重大误解为由向法院
起诉，要求解除与该婚恋网站的合同。

婚恋网站方面称，李玲选择的服务是由
专业红娘一对一的，本身就是针对有一定经
济基础的客户，所以收费会高一些；在推荐
候选人给客户之前，被推荐对象都是经过网
站工作人员与其见面，并初步核实了比如房
产、婚姻状态、学历水平、年龄等情况，绝不
是李玲所说的“随便向其推荐”。

近日，法院审理该案后认为，双方在签
订合同时并不存在重大误解，遂驳回了李玲
的诉求。

类似新闻近来时有发生。记者在百度
上搜索“婚恋网站”的相关新闻，除了少数网
站推介外，大部分是婚恋网站诈骗的新闻，
轻则涉及钱财损失，重则牵涉命案。一些婚
恋网站涉嫌弄虚作假、不正当运营，甚至组
织卖淫嫖娼非法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婚恋网站的骗局可以总
结为两类：

一类是由婚恋网站本身幕后策划的。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短信的形式通知用户，
然后再骗取用户缴纳费用。内容大致是，已
经有用户关注你了，这个时候需要你开通哪
些服务，比如有什么特权、年费多少钱等。

一类是婚恋网站平台上的用户在进行
诈骗。这类犯罪十分猖獗，严重威胁到其他
用户的利益，而那些骗子用户就是借婚恋平
台诈骗用户钱财。

不管是哪一类诈骗行为，婚恋网站本身
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郑州市 32 岁仍然单身的张小姐认
为，恋爱与婚姻，本是人根据自己的境遇
状况作出自然而然的选择，可是，部分家
长却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将婚姻视为
成人尤其是女性人生的最高成就和最终
追求。

张小姐说：“今年春节期间，某婚恋
网在电视上投放的‘逼婚外婆’广告让我
很愤怒。相信不少人在现实生活中有过
类似的经历，家长的‘逼婚’行为根源是
老旧的婚恋观，但是婚介公司、网站和电
视相亲节目因自身商业目的，助长了这
种思想观念的蔓延。”

她说：“此类广告中传递的婚恋观，
完全把婚姻的目的简化为‘给家人一个
交代’。孝道固然重要，但是忽略个人选
择自由，在所谓道德绑架下的婚姻必然
不会幸福。”

大龄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已成为
时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各类婚恋网
站应运而生。郑州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我国有数量庞大的单身人士，
换而言之就是，婚恋的市场需求巨大，因
此才会催生那么多的婚恋交友类网站。
单身男女想扩大自己的婚恋对象选择
面，而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人脉资源，
所以就想通过婚恋交友平台选择交友对
象。但目前不少婚恋交友网站的信誉度
都极差，除了像世纪佳缘、珍爱网等知名
度较高的平台之外，其他的小婚恋交友
网站都很难生存。就是一些老品牌的婚
恋交友网站也同样存在着信任危机，因
此，婚恋交友类网站面临不得不整治的
局面。

“目前，从所接触到的案件来看，婚
恋交友网站的核心服务是提供交友平
台，而有些人来交友并不是以结婚为目
的……”河南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建
伟认为，这对于注册用户来说就不是小
事。所以，一个人交友时肯定要清楚对
方的许多个人隐私信息，比方说家庭住
址、收入情况、性格爱好等。而现实情况
是，许多婚恋交友网站用户不愿意泄露
个人的隐私信息。另外，要想审核用户
的真实身份信息，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
可用户不愿意去出这个钱。更主要的
是，婚恋交友网站本身要审核那么多用
户信息的真实性，操作起来会比较困难，
阻碍肯定也很多。

通过婚恋交友网站交友时出现财产受
骗情况该怎么办呢？

张建伟说，诈骗问题是当前婚恋交友网
站乱象中最严重、最突出、危害性最大的问
题。在诈骗问题上判定婚恋交友网站是否
应担责，首先要看会员注册时与网站签订的
协议对此是否有约定，有约定应遵从约定。
其次，婚恋交友网站信息审核制度如存在缺
陷或严重违反制度规定核准会员信息，婚恋
交友网站未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应承担相
应责任。婚恋交友网站与用户约定，网站向
用户提供婚恋交友的媒介服务，并由用户支
付相应报酬，应属于婚姻居间合同。合同法
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
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因此，
有偿婚姻居间合同的居间人（婚恋交友网
站）应当承担如实报告的义务，不仅应当将
自己所知悉的有关第三人的所有信息都提
供给用户，也应对这些信息进行形式审查和
必要的实质审查。

用户如果在通过婚恋交友网站交友时
出现人身财产受骗情况，除了可追究行骗者
的法律责任外，婚恋网站如果确实存在审查
不力的过错，也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张建伟说，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尽
管婚恋交友网站现阶段暴露出的问题不少，
但也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婚恋交友网站所
作出的一些贡献，更不能因噎废食，视之为
洪水猛兽而一概拒绝和排斥。

“目前，我国在网络婚恋交友方面尚无
明确的法律约束。”张建伟认为，与婚恋交友
网站蓬勃发展不相称的，是行业监管的空
白。其实，网络征婚被骗不是偶然，因网络
的虚拟和不确定性，加上征婚网站目前监管
真空的局面，网络征婚的安全可靠和婚介网
站的经营信誉一直饱受质疑，只要贪欲存
在，网络征婚被骗就是难免的。由于缺乏有
效监督，市场竞争混乱，服务提供能力不足
且有大量涉嫌欺诈的案例发生，使得整个网
络婚恋交友行业遭遇诚信危机。

张建伟说，规范婚恋交友网站运行机
制，法律是基础和关键，应该建立完善规范
互联网服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加大对网站违
规违法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要尽快出
台网络婚介的行业标准。国家目前颁布实
施的《婚姻介绍服务国家标准》并未对婚恋
交友网站的概念进行界定, 有关网络婚介的
行业标准虽已完成初稿和申报，但至今未出
台。这就意味着网络婚介处于行业标准缺
失及监管真空地带。

另外，婚恋交友网站也要提升社会责
任，加大自身“软件”、“硬件”投入，强化管
理，加强网络诚信经营的制度建设，在保护
客户隐私、做好安全防范的前提下，推行会
员信息实名制，线上交流和线下监管齐头并
进，确保客户信息的真实、可靠与安全，遏制
婚恋交友网站违规失信乱象，为“有情人终
成眷属”架设“鹊桥”，也为婚恋交友网站行
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注入活力。只有如此，
才可以有效促进婚恋行业向着健康的方向
发展，让广大的适婚年龄单身人士有值得信
赖的婚恋交友平台。

婚恋交友网站到底
该谁来管？

记 者 了 解 到 ，如 果
遭遇婚恋交友网站交友
骗局，当事人可以通过
拨打 12377，或者登录举
报中心网站 www.12377.
cn 进行举报投诉。郑州
市的当事人也可拨打举
报 电 话 0371-65598032
进行举报。

6 月 17 日，记者从河
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
信息举报中心获悉，今
年 2 月以来，中央网信办
联合有关部门在全国范
围内启动“婚恋网站严
重违规失信”专项整治
工作。

此次整治针对专业
婚恋网站、交友婚恋综
合网站、婚介行业自办
网站、网站婚恋频道、网
站交友婚介栏目、提供
婚介服务的公众号、自
媒体账号以及其他各类
以 婚 恋 为 名 的 社 交 网
站。其中重点关注涉嫌
利 用 婚 恋 网 站 欺 骗 敲
诈、骗取财物的；利用婚
恋网站充当“酒托”、“饭
托”的；利用婚恋网站开
展色情活动的；婚恋网
站恶意泄露用户注册信
息的；婚恋网站默认、纵
容用户违规失信行为发
生的；婚恋网站涉嫌假
网站、假广告等弄虚作
假行为等。

短短 3 个月时间里，
一系列违规失信婚恋交
友网纷纷被整治。河南
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
息举报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在经过 3 个月
的专项整治后，128 家严
重违规失信婚恋网站被
依法关闭，全国 295 家婚
恋交友网站（频道）签订
了诚信建设承诺书和责
任状，承诺将坚持诚信
经营，加强对网民合法
权益的保护。可以说，
从 被 动 接 受 到 主 动 承
诺，这是一种进步，也是
难能可贵的道德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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