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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电子商务和网购市场的发展，职业差评师和网络水军在购物网站或微博等社交媒体上
制造肯定性的或否定性的虚假客户评论，不但侵犯了消费者、竞争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干扰了正常的网
摘

络交易秩序。由于网络行为本身的隐蔽性特点导致法律规制上一系列困境，比如立法保护呈现归责主
体不全面、义务规定不完善、法律规定不统一的状态; 司法保护中取证难导致的事实认定难; 执法保护中
的监管难。克服该困境可以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现有的立法规定; 挖掘自力救济的潜力克服
司法保护中取证难问题; 发挥行业自律以克服执法保护监管难问题; 并提高广大网民的媒体素养和法律
素养，从源头上遏制网上虚假的客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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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和网购市场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也发生了
重大转变。因特网的使用者正在运用网络这样一种创新性的方式 ，交流相关信息，表达自己的观点。这
些网民愿意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观点 ，比如在微博上发帖，在推特上、在淘宝网上发表自己购物后对产品
的评论。网络也成为商家进行产品推销的流行阵地 ，所以关于产品或服务的网上评论已经蔚然成风 。
商家为了拥有更多的客户，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在推广产品时，不惜花重金雇佣作者 （ 即网络水军 ） 冒
充产品购买者，在网上发表对产品肯定性的评论，给产品造势，这种欺诈性的广告行为被称为“地下推
销”或不透露赞助人的“伪草根舆论”； 商家还可能雇佣以给别人差评为业的差评师 ，发表否定性的恶意
评论，排挤、封杀竞争对手，从“封杀王老吉营销策略”到“蒙牛陷害门丑闻”，从“360 与腾讯之战 ”到“圣
［1］
元奶粉早熟门”等一系列网络事件中，都能看到这些人的身影 。据调查显示，大约 30% 的网上产品评
论是虚假的，一 直 到 2014 年，大 约 10% —15% 的 社 交 媒 体 网 站 上 的 评 论 是 产 品 生 产 者 的“地 下 推
［2］
销” 。由此，如何辨别出哪些是真实购买者的评论，哪些是商家的欺诈性评论，就成为难题。 虚假的
网上客户评价，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网络环境下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干扰了正常的

网络交易，甚至有损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养成和诚信体系的建立 。所以亟待采取有效的措施规制网
上虚假的客户评价行为，以保护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正常的网络交易秩序。由于网络行为
本身的隐蔽性所带来的监管难、证据认定难，从而导致归责难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克服现有法律规制措
施的不足，就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期望通过考察分析美国在规制网上虚假客户评论方面的经验 ，
*

收稿日期： 2014 － 07 － 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广告欺诈行为的法律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10CFX049） 。
作者简介： 常宝莲（ 1969—

），
女，
河南林州人，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9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6 期

以期对解决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制困境提供一些思路和启迪 。
一、自媒体网站上虚假客户评论之行为表现
自媒体网站上虚假客户评论主要分为两种 ，肯定性的虚假评论和否定性的虚假评论，即好评和差
评。
( 一) 在网上发布虚假的肯定性好评为自己造势或提升信誉
商家为了获得好评，可谓手段多样。可以让公司的员工装作无偏见的消费者 ，在网上张贴关于自己
公司肯定性的评论。这些雇员不但在自己的推销网站上进行欺诈性评论 ，而且通过攻击真正的消费者
评论进行欺诈，还试图将真正的消费者的评论从网站或信息版上清除 。 也可以雇佣网络水军为自己刷
信誉，所谓网络水军，是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
［3］
员 。还可能直接付现金或类似于现金的物品雇佣博客对产品进行评论 。 许多博客与很多公司有一
定的关联： 博客获得公司的补贴，如免费样品、礼品和旅行，以换取对公司产品的评论。有的淘宝商家自
己给自己好评，并虚构交易行为。总之，不论采用何种手段，商家由此获得的网上好评都是虚假的 ，不真
实的。
( 二) 在网上恶意发布虚假的否定性差评排挤竞争对手或获取财物和其他非法利益
虚假的差评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 ，一种是以给别人差评为生的职业差评师在淘宝网等购物网
站上伪装成买家，买下货物后故意或要挟给网店卖家差评 ，以索要网店钱财，甚至出现多个差评师，注册
多个账号，合伙作案现象。差评师的这种行为对卖家的伤害很大，甚至会导致关店倒闭。 对于网店来
说，好的口碑和信誉，是获取较高的点击率和成交量的重要条件 ，因为一般网上的消费者在网上购物之
前，总会浏览一下网店的信誉及客户对产品的评价 ，如果看到差评，往往不会购买该产品。 另一种就是
商家本人或雇佣多个职业差评师 ，在淘宝网等购物网站，给竞争对手差评，或贬低竞争对手的产品，以达
到打击或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这些网上恶意给店家打差评的行为也可称为“网上碰瓷”行为。
二、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制措施及其困境
( 一) 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制措施之特点
1． 针对网上虚假差评行为，我国多部法律从不同的归责角度对其进行了调整和规制 。
针对网上的虚假差评行为，我国的民法、经济法、刑法都对其有所调整和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六条、商务部《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 》第 6．
4（ 3） 条对虚假评论行为从侵权行为的角度进行了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十
四条、第五十八条从合同效力行为的角度对该行为进行了规制 ，可以将恶意差评人向商户非法索要钱财
的行为界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或可变更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 以
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从诋毁商誉行为、虚假宣传行为等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角度对虚假评论行为进行了规制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第二十六条，从网络交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角度具体地对网上虚假评论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门进行了
调整和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四十五条和五
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 以下简称《广告法 》） 第十三条和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五条等从虚假广告行为的角度对网上虚假评论行为进行了
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从犯罪行为的角度对网上恶意差评行为进行了规制 ，
虚假差评人如果借助恶意差评敲诈勒索钱财 ，可能构成《刑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还可能构
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2． 针对网上恶意虚假的差评行为，法律重点从侵权责任法、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的角度进行了调整
和规制，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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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恶意差评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会因恶意差评行
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对于网络用户等恶意差评人，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
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和恶意差评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一是
网络用户接到通知后未采取必要措施造成被侵权人损失扩大的 ； 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
用其网络服务进行恶意差评行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如果实施恶意差评的主体为同
类商品经营者，该恶意差评行为就构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四条规定的诋毁商誉行为，受到损
害的商户可以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 2） 恶意虚假差评行为的实施还可能导致相关主体承担行政责任。《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九
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网上恶意差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为人需承担警告、责令
改正，罚款（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等行政责任。同时还规定了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的若干义务 ： 一
是对网上商品或服务的检查监控义务 ； 二是及时向平台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报告的义
务； 三是采取措施对恶意差评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制止的义务 ； 四是停止对恶意差评人提供第三方交
易平台服务的义务； 五是积极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执法的义务 。 受到恶意差评损害的商户可以
向网络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投诉 ，要求其采取措施制止或删除差评，停止对其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
务，也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 。
（ 3） 恶意虚假的差评行为可能会导致承担刑事责任。 恶意差评人如果在网上捏造散布虚伪事实，
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或据此敲诈勒索财物的，情节严重或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刑法 》的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或敲诈勒索罪。 受到恶意差评的商户对于损失金额较大或者巨大的 （ 根据
相关司法解释，索要金额在 1000 元以上即可构成敲诈勒索罪 ） ，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恶意差评人
的刑事责任。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7 月 3 日对杨某等 12 名“淘宝差评师”敲诈勒索案作出
一审判决，主犯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其余 11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至 1
［4］
年 2 个月不等 ，严厉地打击和震慑了此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差评不法行为 。
3． 针对网上虚假好评行为，法律主要从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的角度，以义务
本位的立法模式，禁止网上虚假好评行为，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表现为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
（ 1） 网上虚假好评行为构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虚假宣传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罚款 1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 2） 网上虚假好评行为属于《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中明确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为人应当为此
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三条明确禁止网络商品经
营者、有关服务经营者利用网络技术手段或者载体等方式 ，以虚构交易、删除不利评价等形式，为自己或
他人提升商业信誉，同时规定以虚构交易、删除不利评价等形式为自己或他人提升商业信誉的行为构成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 ，应承担罚款、消除影响、被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等行政责任。此外，还规定了为网络商品交易提供宣传推广服务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 ，即通过博客、
微博等网络社交载体提供宣传推广服务 、评论商品或者服务并因此取得酬劳的，应当如实披露其性质，
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
（ 3） 网上虚假好评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食品安全法 》构成虚假广告行为，应
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首先，网上虚假好评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和广告代言者的连带赔偿责任。《广告法 》第三十八条
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广告代言者 （ 指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 ）
的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了虚假广告代言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的连带责任。
其次，网上虚假好评行为还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如果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因网上虚假宣传行为受损害的消费者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由该部门责令改正，或根据情节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或责
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此外，处罚机关还应当将经营者的上述情形记入信用档案，向社会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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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国现有法律对网上虚假评论行为规制措施之不足和困境
1． 现有的立法保护呈现不均衡、不完善的特点。
第一，针对网上的虚假评论行为，立法保护表现为不均衡的特点。现有的法律保护措施针对恶意差
评行为的保护力度较大，而针对虚假好评行为的调整力度较弱 。针对恶意差评行为，规制措施集中在民
法、刑法和经济法三大领域，无论是从民法中的侵权和合同无效行为 ，还是到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
消费者权益保护，拟或是刑法中的敲诈勒索罪和损害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罪，受到恶意差评损害的主体，
其权益可以得到相对全面的保护 ； 而对于网上的虚假好评行为，其法律规制和调整措施较为薄弱，主要
集中在经济法领域，具体采用反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法加以调整 。 而网上的虚假客户评论
更多地表现为网络水军的虚假好评行为 ，所以现有的法律亟待加强和改进对虚假好评行为的规制 。
第二，现有法律针对虚假好评行为呈现归责主体不全面 、义务规定不完善、法律规定不统一的状态。
《广告法》对个人在网上发好评所进行的广告代言行为缺乏规制。《广告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社会团体
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
承担连带责任。但《广告法》仅仅调整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进行广告代言的行为 ，并没有对个人进行广
告代言行为做出调整和规定。《食品安全法 》虽然在第五十五条规定了个人进行违法食品广告代言应
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但仅限于食品领域，并不适用于其他产品的广告代言。《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个人进行虚假代言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
者承担连带责任，但仅限于个人在代言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时才承担连带责
任。很明显，对于博客、网络水军等个人进行的虚假广告代言行为的法律规制 ，现有的《广告法 》存在归
责主体上的漏洞以及法律规定不协调的状态 。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通过博客、微博等网络社交载体提供宣传推广服务 、评论商
品或者服务并因此取得酬劳的，应当如实披露其性质，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该法规定了博客在社交载
体上评论商品或者服务并因此获得酬劳的 ，负有如实披露有偿代言行为性质的义务 ，但并没有规定博客
真实使用该产品的义务。这点规定明显不全面，因为在博客、微博上发表产品或服务的使用心得，要保
证该评论的真实可靠性，前提条件就应当是评论者真正使用过该产品 。
2． 司法保护呈现困局。
司法保护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取证难导致的事实认定难 。 首先，恶意差评的事实认定难。 职业差评
师在网上进行差评，证据的调查和收集非常难。因为他们往往是在收到货后进行差评 ，并拒绝拍照证明
产品瑕疵，也不在聊天工具中商谈此事，以此引诱卖家打电话恳求他，然后再在电话里向卖家索要钱财
或暗示退钱。所以聊天记录中找不到恶意差评师有不法意图的证据 ，电话也无法作为证据证明，除非事
先进行电话录音，但问题是卖家往往和恶意差评者进行交涉时没有这方面的录音准备 ，因为不会想到买
方是专门来黑店的。有的恶意差评师同时注册多个小号 ，发货地址也做得相当完美，很难对其产生怀疑
并进行取证。其次，虚假好评的事实认定也非常困难。虚假好评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卖家虚构交易 ，店家
自己买或发动亲友买，自己给自己好评，有的卖家甚至向快递公司买快递单号信息，来伪装发货。 此种
虚假交易事实认定存在难度。还有就是通过雇佣网络水军为自己刷好评提升信誉 ，可以通过给博客好
处为自己推荐介绍产品使用心得 ，还可以许诺给已交易过的客户好处 ，让他们为自己刷信誉。我们知道
网上的博客等网络水军如烟波浩淼 ，且注册的都不是自己的真实信息，要对他们的产品使用心得一一进
行调查核实并获取相应的证据，无异于大海捞针。
3． 执法保护多有难度。
执法保护的困惑主要表现为监管难 。在实践中难以区分和界定微博、博客上发布的信息是代言信
息还是非代言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代表商家、被商家控制发布的肯定性的代言信息，有的则是真正
的消费者，他们没有被商家控制，也没有被要求发布代言信息。真正的消费者还包括那些收到商家产品
的免费样品并发布肯定性信息的人 。如果销售者为消费者免费提供了一套产品的样品 ，并没有要求消
费者进一步行动，那么消费者所发表的关于产品的言论就不太清楚是否具有商业性 ，虽然消费者获得了
产品方面的好处。消费者自身行为产生的责任不应当加在销售者身上 ，不可能期望销售者控制消费者
100

常宝莲: 自媒体网站上虚假客户评论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克服

所做的自发的、独立的言论。同时，博客或网络水军在网上发表的客户评论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增加了
执法中的查证难度。总之对隐形的、潜在的、成千上万的网上交流进行监管，增加了执法部门的执法负
担。
三、美国针对网上虚假客户评论的法律规制措施之分析考察
( 一) 美国多部法律对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进行了多角度的调整和规制
1．《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 5 节从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角度，规定 “不公平竞争的方法或影响商业的
竞争方法，和不公平的或欺骗性的行为或实践或影响商业的行为 ，为不合法”。
2． 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在广告中使用代言和客户意见书指南 》和《网络公司披露指南 》，从
广告代言行为的角度有针对性地调整和规制个人在网上发布的虚假客户评论行为 。
《关于在广告中使用代言和客户意见书指南 》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消费者（ 或其他代言人 ） 为商家
或营销人员代言，观众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广告信息，主要涉及那些受赞助的代言信息或间接、直接得到
广告商费用的客户意见书。既包括用户自己生成的广告信息，代言指南也适用于非正式的交流信息 ，比
如在线留言板通信。指南（ 像其他广告法律法规） 禁止欺骗性或未经证实的陈述，代言人必须使用了该
产品，是一个真实的产品使用者。指南规定了广告刊登者、市场营销人员、外围广告商、代言者各自应当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广告刊登者负有真实信息保证义务和代言关系披露义务 。市场营销人员负有关系
披露告知责任，告知所有外部广告客户（ 包括博客） 和广告客户的雇员关于他们的责任 。 营销人员应该
要求所有外部广告客户（ 包括博客） 披露“实质性关联 ”。 外围广告客户负有关系披露义务。 外部广告
客户在传递广告信息时，应该披露所有任何实质性关联，无论用来传达消息的平台是什么。最后还规定
了博客（ 代言者） 的真实信息保证义务和有偿代言关系披露义务。 博客也要对自己在代言过程中发布
的误导性和未经证实的陈述承担责任 ，如果博客发布产品使用心得，应当确保自己真实地使用了该产
［5］
品。如果没有清楚、明确地披露自己有偿从事代言服务 ，也要承担责任 。
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网络公司披露指南 》专门调整网络公司广告代言行为。 如果在网上张贴
虚假的或有偿的产品或服务的评论却没有披露该评论的实质行为 ，要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网
络公司披露指南》的调整。2013 年的《网络公司披露指南 》并没有明确指明虚假的消费者评论问题，似
乎表明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于不予披露代言行为类推适用博客代言披露情形 。 比如，如果网上评论的撰
稿人从张贴评论中获得了补偿，就有义务披露评论撰稿人和赞助人 （ 商户 ） 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披露这
［6］
种有偿代言关系，不仅商户需要承担责任，评论撰稿人也需要承担责任 。
3． 小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州法中的规定，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角度规制虚假
广告行为。俄亥俄州的《消费者销售行为法》禁止在消费者交易中进行不公平的或欺骗性的销售行为 。
《加利福尼亚州商业和职业法典 》第 17200 节在不公平竞争上下文中规制虚假广告，规定： “在这一章，
不正当竞争是指包括任何非法、不公平的或欺诈性商业行为或实践和不公平的 、骗人的、不真实的或误
［7］
导性的广告。”
4．《兰哈姆法》以及与兰哈姆法配套的州法，从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欺骗性交易行为的角度，禁止任
何人进行虚假或误导性的关于产品或服务的陈述 。兰哈姆法在第 43（ a） 的相关部分规定： “任何人使用
商务中的任何虚假或误导性的描述事实 ，或虚假或误导性表示的事实，像商业广告或促销，歪曲其性质、
［8］
特点、品质，或地理起源，涉及另一个人的货物，服务或商业活动，应在民事诉讼中承担责任。” 此外，
［9］

与兰哈姆法配套的州法，规制同业竞争者的虚假陈述行为，如《俄亥俄州欺骗性交易行为法 》 禁止虚
假广告，规定： 一个人在从事交易或职业活动中，确实有下列情形的，属于欺骗性的贸易行为： （ 1） 对商
品或服务进行冒充； （ 2） 可能混淆或误解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赞助、批准或认证； （ 3） 可能会由于隶属关
系、关联关系、合并关系、认证关系或者其他的关系而引起混淆或误解 ； （ 4） 使用欺骗性的陈述或标明的
与商品或服务有关的地理起源； ……（ 10） 通过虚假表示事实，贬低另一方的商品、服务或业务。《俄亥
俄州欺骗性交易行为法》对网上虚假陈述行为的调整，主要是禁止虚假陈述行为，如肯定性的欺骗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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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提升产品声誉，或采用否定性的虚假陈述贬低另一方的商品 。
综上，美国针对网上虚假客户的评论行为 ，主要是从虚假陈述、虚假广告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欺骗
性交易行为的角度进行界定和规制 ，也意味着美国法律将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界定为虚假广告行为
或欺骗性交易行为。
( 二) 调整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的相关法律中关于义务承担的主体规定较为全面
如果将网上虚假评论行为定义为虚假广告行为 ，则要遵循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在广告中
使用代言和客户意见书指南》，该指南中不仅规定了博客、网络水军等虚假代言者代言关系披露义务和
发布信息内容的真实保障义务，而且还详细规定了广告刊登者、经营者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代言
指南规定了广告刊登者负有的真实信息保证义务和关系披露义务 ，要求广告刊登者要对代言者发布的
误导性和未经证实的陈述承担责任 。同时代言指南还规定了营销者的披露告知义务 ，营销者应当告知
所有外部广告客户（ 包括博客） 和广告刊登者的广告雇员关于他们的义务 ———披露“实质性关联 ”，即指
导外部广告客户披露产品是由公司提供给他们的 ，希望获得一个肯定的评论。
根据《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的第 17200 节，对任何个人、机构、公司或协会，或任何其中的雇员从
［10］
事虚假广告行为，都可能被个人或团体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 即发布虚假广
告的主体不论是机构、公司、协会还是代言者个人，都应当根据《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 》的第 17200 节承
担民事责任。兰哈姆法在第 43（ a） 的相关部分规定，任何人，在商务活动中从事虚假性或误导性的广告
［11］
描述行为，应在民事诉讼中承担责任 。
( 三) 针对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美国法律赋予了受侵害主体多种救济方式

对于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如果受侵害的主体是同类商品经营者，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一种是
行政执法保护。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 5 节，可以将虚假评论行为定义为虚假性 、欺骗性的行为，
属于非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发起调查或提起有执行力的诉讼 。 具体就是由联
邦贸易委员会向区法院起诉，可以对每一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在依法确定了不正当的竞争方法或欺骗性
［12］

的不公正的行为后，可以发出禁令

。另一种救济方式就是由竞争者提起诉讼，即基于广告发布者在

社交媒体营销活动发布的虚假或误导性的广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按照兰哈姆法 43（ a） 部分规定的
“虚假广告”诉因提起诉讼，作为竞争者的原告必须证明以下事实 ： （ 1） 被告在一个广告中做了虚假或误
导性的事实陈述； （ 2） 该声明实际上欺骗或有能力去欺骗一部分实质性的观众 ； （ 3） 欺骗是实质性的，因
为它可能会影响购买决定； （ 4） 被告造成虚假声明进入州际贸易活动中； （ 5） 原告已经或可能导致受伤
［13］
害的结果 。
针对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还可以由任何个人或团体代表“一般公众 ”提起集团诉讼。 根据《加
州商业和职业法典》的第 17200 节，个人或团体，不需遭受任何损失或损害，都可以根据 17200 节代表
“一般公众”提起诉讼，即使不符合传统的集体诉讼要求。此外，法令的答辩要求和举证要求非常宽松 ，
允许终审判决，指控的“不公平”或“可能会欺骗一个合理的消费者 ”的行为，可以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受
［14］

到的伤害

。

此外，如果将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定义为欺骗性交易行为或虚假广告行为 ，单个的原告可以提起
私人普通民事诉讼，如果受侵害的主体是消费者个人。根据《俄亥俄州欺骗性贸易行为法案 》提起民事
诉讼中的任何“人”包括个人和商业实体。个人可以因为虚假广告提起私人民事诉讼 ，没有要求起诉的
人必须是竞争对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俄亥俄州欺骗性交易行为法》为广告主带来了风险。
( 四) 通过广泛的行业自律措施弥补法律规制措施之不足
虽然美国针对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规定了多样的法律规制措施 ，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以下不
足： 第一，在实践中难以区分和界定微博、博客发布的信息是代言信息还是非代言信息。 微博上消费者
发布的信息，有的是代表商家、被商家控制发布的肯定性的代言信息 ，有的则是真正的消费者，他们没有
被商家控制，也没有被要求发布代言信息。因为真正的消费者包括那些收到商家产品的免费样品并发
布肯定性信息的人。如果销售者为消费者免费提供了一套产品的样品 ，并没有要求消费者进一步行动，
那么消费者所发表的关于产品的言论就不太清楚是否具有商业性 ，虽然消费者获得了产品方面的好处 。
102

常宝莲: 自媒体网站上虚假客户评论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克服

消费者自身的行为产生的责任不应当加在销售者身上 。第二，增加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执法负担。 美
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代言指南 》，提供了广告商和代言人自愿遵守法律的依据，如果他们的做法
不符合这些指南的规定，可能会导致由联邦贸易委员会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 5 节采取的纠正措施，
为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就需要监督大量的与赞助人有关系的博客以及接受赞助商免费产品并传播信息的
博客。联邦贸易委员会没有区分网上出现的不同程度的代言关系 ，对潜在的、成千上万的网上交流进行
了监管，增加了它自己的执法负担。
由于法律规制措施并不是万能的 ，随着社会媒体的巨大发展，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上，联邦贸易
委员会都不足以监督形形色色的微博 、博主以及消费者网上的评论和评级或者大量的传统媒体 ，如果达
到代言的透明度和获得准确的消费者评论信息是终极目的 ，不仅仅需要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制 ，更多地
需要品牌赞助商、营销者、代理商及从消费者评论中受益的社会媒体企业的行业自律 。所以针对网上盛
行的虚假客户评论行为，美国在实践中广泛运用由品牌赞助商 、营销者、代理商及社会媒体企业参与的
行业自律规制措施，来弥补法律规制措施的不足。
( 五) 美国行业自律规制措施的具体运作
1． 广告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管组织及监管措施 。
广告行业内部有许多不同的自我监管组织 。处理假冒营销活动的问题主要由两个最重要的组织即
全国广告部门（ NAD） 和电子零售业自我监管组织（ EＲSP） 负责处理。 关于针对网站上消费者代言的披
露义务，电子零售业自我监管组织可以针对一些成员不遵守行为提起诉讼 。 电子零售业自我监管组织
还可以对相关网站上的产品评论发起调查并督促相关主体遵循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广告代言指
南》中代言关系披露义务。口碑营销协会（ WOMMA） 要求透明和清晰地披露赞助广告商伪装成普通消
费者发帖的情形，关注点集中在赞助商和营销实体。协会的道德规范呼吁其成员满足信任 、诚实、正直、
尊重、责任和隐私等标准。尤其是，这种伦理规范专门避开针对消费者的操纵和欺骗 ，不诚实的努力，它
要求营销策略基于透明度和明智的消费决策 。 口碑营销协会中有一个道德顾问小组 （ MEAP） ，由帮助
监测网站内容的行业成员组成，用最佳实践教育宣传营销伦理道德 ，并调查所谓的伦理道德侵权。口碑
营销协会小组执行其道德规范并能告诫 、暂停或开除那些违背道德规范精神和内容及行为规范的解释
性内容的行为。和美国广告联盟和密苏里新闻学院大学的唐纳德 ． W． 雷诺兹新闻学院合作建立的广告
伦理研究所的道德规范要求对那些影响代言和相关联邦 、州和地方广告法律的实质性联系进行信息披
露义务。该道德规范，建立在已有的新闻标准基础上，对独立于传统媒体的个人博客可能特别有用，对
他们自己的新闻事业寻求伦理指导 。商业促进局 （ BBB） 已经对不同的公司和个人商户，根据其对消费
［15］
者的投诉和解决情况，划分等级 。
2． 改变网站的评论政策，制定发布评论的具体规则。

震慑虚假的评论需要从内部进行 ，即网站通过管理自己内部的程序避免欺骗性评论。 网站为解决
虚假的评论制定了以下政策和规则 ： 其一，要求消费者购买他们网站上的商品，意味着消费者只有真的
购买他们网站上的产品或服务才能进行评论 。有调查显示，当网站增加了张贴评论的难度，欺诈性的评
论有所下降。其二，对评论对象和评论次数加以适当限制。TripAdvisor 网站特别禁止雇员张贴他们自
己公司的产品，包括先前的雇员； TripAdvisor 网站也禁止雇员张贴关于同城住宿、餐饮、旅游或 10 公里
以内距离的住宿、餐饮方面的网上评论； 此外，还限制评论的数量。要求顾客每进行一次住宿或餐饮，只
能进行一次网上评论； 如果使用者希望根据随后的消费经验修改先前的评论 ，网站有特定的相应条款，
即消费者可以改变他们的评论，但不能张贴一个以上的评论。这可以阻止企业或者虚假评论的撰写者
在网上泛滥虚假的肯定性的评论 。对同一地方的饭店的评论有一个月的等待期 ； 如果使用者希望第二
次张贴同一住宿或旅游地的网上评论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评论之间有 3 个月的等待期。 同时明确禁止
张贴关于竞争对手虚假的或负面的评论或者有偏见的信息 。 其三，限制评论的性质。Barnes ＆ Noble
网站的评论规则并没有明确地界定哪些内容是营销性的或广告性的 ，他们规定所有评论信息必须是原
始的，广告性内容禁止出现在评论中，在网站互动式交流社区的使用条款中规定 ，禁止张贴非法的内容、
广告性的内容以及可能产生民事责任的内容 。有些网站明确指明不同类型的地下代言评论，它虽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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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指明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指出网站上的评论信息需要具有客观性 ，不应具有商业味道。 其四，有些
网站试图使消费者发布的评论内容遵循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代言指南 。比如亚马逊网站上的消费者
［16］

评论规则规定，评论者如果撰写评论可以获得补偿或者免费产品 ，则必须披露该情况
3． 网站采取技术性措施检测网上的虚假评论 。

。

拟制虚假评论最有效的方法包括提高软件的探测能力 。许多网站有他们自己的过滤评论的技术，
并雇佣团队检测评论内容。概括起来网站上主要采取的检测虚假评论的技术性措施包括 ： 第一，网上提
［17］
供一些免费测试版探测器供消费者尝试 。 第二，建立并分析网上企业的评级，通过对评级进行统计
分析，帮助显示评级中的非正常状态，透露企业的虚假评论。第三，借助自动分析软件检测垃圾评论广

告模式。许多主要的电子商务站点配备有自动分析软件 ，检测到对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垃圾评论广告模
式，并通过后续的工作来确定这些帖子的有效性 。第四，通过网站特定的技术工作阻止商户或企业的机
器人 bot 闲逛点击“喜欢”或“有帮助”。第五，使用机器人检测或删除网上自动生成的非法评论。2012
年 8 月，Facebook（ 脸谱） 的安全团队开始使用自己的机器人检测和删除那些借助自动化软件 、恶意软件
以及被攻击的账户，通过点击“喜欢”等战术获得的非法评论。 虽然这些探测方法为将来更多的诚实评
［18］
论提供了希望，但在网站真正依赖它们之前必须进行许多改进 。
然而，在监视自己的客户发帖时，网站必须小心、避免不公平地压制消费者的评论和言论。 亚马逊
网站允许客户选择一个复选框添加标题 ？ 为“亚马逊购买验证 ”的评论帖子。 一旦网站验证客户的购
买，这个帖子会出现添加标签。选项不阻止其他评论，但是这个标签适用于帮助其他客户“衡量一个产
品的质量和评估产品评论的相关性 ”。 特定的个别网站如果决定清除所谓的虚假评论，必须为企业提
［19］

供异议的路径，以防止检测软件不能正确地检测评论的真实性
4． 在网站上张贴“消费者警示”，大声喝止虚假评论。

。

对于虚假评论的一个有趣的方法就是使得制作虚假评论的公司或个人感到羞愧 。 比如 Yelp 网站
发现企业试图购买肯定性的好评时 ，就在网站上张贴“消费者警示 ”，该警示会在网站上停留 90 天，以
免企业产生购买好评的企图。如果从同一个 IP 地址发现很多的评论，Yelp 也会警示消费者。这有助于
发现哪些评论是不可靠的或付费购买的 。Yelp 通过 IP 地址分析过滤评论有助于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确
定是否相信网上的评论。为了进一步阻止张贴虚假的或付费的评论 ，网站应当使这些警示保存更长的
［20］
时间，这可以告知更多的消费者 。
5． 网站建立争议处理中心。

网站应当建立争议处理中心，允许消费者投诉。如果发现网上评论具有欺骗性或是竞争对手的营
销攻势的一部分，应当允许审查不公平的负面反馈并删除或加以调整。 例如，eBay 网站一直以来通过
其争议中心处理反馈操纵和不公平的负面反馈问题 。那些有效监控消费者论坛的网站，将赢得更多忠
［21］
实的追随者。从长远观点看，有助于提高他们网站的声誉 。
四、我国网上虚假客户评论法律规制困境之克服方法
针对网上虚假客户评论行为，现有的法律规制措施呈现立法保护不足、司法保护取证难、执法保护
监管难的困境，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思路加以解决： 完善现有法律克服立法保护不足之难题，挖掘自力救
济的潜力克服司法保护中取证难问题 ，加强和发挥行业自律以克服执法保护监管难问题 ，同时提高广大
网民的媒体素养和法律素养，从源头上遏制网上虚假的客户评论 。
( 一) 完善现有的立法规定
1． 注重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配合和协调，填补我国法律在调整个人广告代言行为中的空白，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个人进行虚假广告代言行为也应承担法律责任 。
网上很多的虚假客户评论来自于博客 、论坛主在自媒体上的产品使用心得 ，如果博客获得了经营者
的好处或免费礼品，其行为就构成虚假广告代言行为，应当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我国现有的关于
规制广告代言行为的法律规定却呈现出不衔接 、不协调的状态。《广告法 》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中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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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对虚假广告代言行为承担的连带责任 ，却没有规定个人进行虚假广告代言行
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 》虽然在第五十五条规定了个人进行违法食品广告代言应与食品
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但仅限于食品领域，并不适用于个人进行其他产品的广告代言行为。《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个人进行虚假代言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
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但仅限于个人在代言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时才承担
连带责任。鉴于我国调整个人广告代言行为的法律漏洞 ，以及相关法规之间的不协调状态，应当修改
《广告法》，拓宽虚假广告代言的责任承担主体，明确规定个人进行虚假广告代言行为也应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2． 完善博客等在社交载体上有偿进行产品或服务的评论所负有的义务规定 。
我国《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中虽然规定了博客等评论者负有的发布评论获得酬劳的披露义务 ，但并
没有规定评论者所负有的真实使用产品的义务 ，也没有规定产品经营者所负有的客户有偿评论披露告
知的义务。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应当增加博客等评论者负有的真实使用产品的义务 ，也应当增加经营
者对博客网上有偿评论所负有的披露关系告知义务 ，这样更有助于遏制网上虚假广告行为 ，增加网上评
论的透明度，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 二) 挖掘自力救济的潜力，克服司法保护中取证难问题
针对网上发布的虚假客户评论，司法保护中的最大困境就是取证难，在博客、微博上发布的产品使
用心得，其是否真正使用过该商品，是否从经营者那里获得好处，难以查证。 网上经营者虚构交易的手
段使人难辨真伪。恶意差评师通过恶意差评敲诈勒索 、索要钱财，也尽量不留下证据痕迹。如何克服司
法保护中的取证难问题？ 解决的关键就是转换思路，挖掘自力救济的潜力。首先，消费者需加强自我保
护意识，采取有效的预防机制，避免被网上的虚假客户评论所蒙蔽 。消费者对于网上消费者的评价和排
名需要采取自慎原则，对来自同行消费者的观点和主张持怀疑态度 。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向致力于寻
求保护消费者免受不道德和非法活动的网络监督组织提供有用的提示和信息 。 其次，受到恶意差评的
商家在交易之初就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注意证据的保存和收集，提高维权意识。网上商户在客户下单
时就要注意观察买家交易的行为特点 ，比如是否重视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其注册的账号特点、是否在指
定聊天工具上聊天等来警惕买家是否意图进行网上“碰瓷 ”，然后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启动交易时的
电话录音，尽量使其在聊天工具上留下文字信息 、保留汇款记录等。
( 三) 发挥行业自律以克服执法保护监管难问题
1． 加强和发挥广告行业内部自我监管组织的监管潜力 ，促使相关主体履行法定义务。
为实现网络广告行业的自我约束 ，维护广告市场的秩序和互联网用户的合法权益 ，经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和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国广告协会互动网络委员会于 2007 年 6 月 13 日成立，专门出台了《中
国互动网络广告行业自律守则 》（ 以下简称《自律守则 》） 。 该《自律守则 》第十四条规定了互动网络委
员会对纠纷进行协调处理的权力 、提供广告法规咨询的义务以及会员之间纠纷的处理方式 （ 协商和调
解） 。第十五条规定了任何机构和个人对于涉嫌违反法律 、法规和行业自律守则的网络广告行为的投
诉举报权，及互动网络委员会享有的调查核实权及处理权 ，处理措施包括作出批评、自律劝告、通报、督
促其限期整改及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披露等措施 。同时互动网络委员会决定逐步建立互动网络广告的
行业标准体系，该体系中包括拟建立客户信用等级评估体系 、中国互动网络行业的权威数据体系，并规
范互动网络广告数据测评体系。同时为提升广告主对互动网络广告价值的认知度 ，专委会将定期发布
互动网络行业宏观发展数据。委员会将与各成员合作建立互联网广告研究平台 ，进行中国网络行业精
［22］

神文明单位的评定和网络广告企业资质认定等相关工作
系列自律性措施，保证网络广告的良性发展。

。 通过中国广告协会互动网络委员会的一

2． 加强网络服务运营商等社会媒体企业的内部监管措施 。
来源于网上的虚假客户评论的治理 ，离不开网络运营商等社会媒体企业的内部监管。 天猫和淘宝
网就网上的恶意差评行为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该行为 ，比如通过圈定并公开宣布网络恶意差评师
［23］

的黑名单

，震慑和制止恶意差评行为。除了发布黑名单外，网站还可以借鉴美国网站的做法，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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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评论行为的监管力度，可以采取预防、处理及警示相结合的监管措施： 第一，采取预防性监管措施。
可以制定自己网站的产品评论规则 ，比如要求消费者只有真的购买网站上的产品或服务才能进行评论 ；
禁止雇员张贴关于同城住宿、餐饮、旅游或 10 公里以内距离的住宿、餐饮方面的网上评论； 此外，还可以
限制评论的数量，要求顾客每进行一次住宿或餐饮，只能进行一次网上评论； 明确禁止张贴关于竞争对
手虚假的或负面的评论或者有偏见的信息 ； 要求评论的内容具有客观性，禁止广告性内容出现在评论中
等。第二，采取处理性措施———检测并删除虚假的客户评论。 网站可以采取技术性措施检测网上的虚
假客户评论，比如可以组织技术人员开发免费测试版探测器供消费者尝试 ，还可以借助自动分析软件检
测垃圾评论广告模式，或使用机器人检测或删除网上自动生成的非法评论 。第三，采取警示性措施。对
网上企业的评级进行统计分析，一方面改变现有的对网上企业的评论由买方控制的单一状态 ，同时帮助
显示评级中的非正常状态，透漏企业的虚假评论； 发现企业试图购买肯定性的好评时，还可以在网站上
张贴“消费者警示”，让该“警示”在网上停留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告知更多的消费者对该评论予以警惕
并在购物时采取慎重的态度。第四，网站应当建立争议处理中心，允许消费者投诉。一旦网站经审查发
现投诉者的投诉属实，应当删除该虚假评论，如果是卖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情节严重并附有售卖假货
行为的，还可以关闭该店铺。
( 四) 提高广大网民的媒体素养和法律素养，从源头上遏制网上虚假的客户评论
网上虚假客户评论的制作者是广大网民 ，要制止网上的虚假评论行为，需要从评论的制作源头下功
夫。首先应当利用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等新闻媒体宣传网上客户评论方面的法律法规 ，加强法制教
育，让大众自觉遵守法律，自觉对照法律反省自己的网络言行，不再“出卖 ”自己的网络话语权； 还可以
采用教育视频、在线研讨会、社交媒体伦理研讨会，提升对在线完整性和透明度价值的认识 。此外，年度
奖可以颁发给做出杰出努力的个人和公司 ，以鼓励和促进网络道德行为，从而为其他博客提供积极的典
范。还可以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曝光那些未能正确和公平地与消费者交易的企业 ，消费者可以用钱包
投票，如果消费者想与那些社会媒体营销透明的网站做生意 ，他们可以惠顾或访问遵守适用道德准则的
网站。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向网络监督组织提供有用的提示和信息 ，或向网络服务运营商报告、投诉
滥用评论板的消费者，或通过其他努力帮助网站监控电子商务站点和监督其他在线网站上的消费者评
级。此外，消费者需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消费者对于网上消费者的评价和排名需要应用一个健康剂量的
购者自慎原则，对来自同行消费者的观点和主张持怀疑态度 。消费者可能会收集各个网站的意见 ，然后
在做出购买决定时，确定对于这些收集的来自消费者的关于产品或服务的声音给予多少重量 。 一旦消
费者、网上经营者受到网上虚假评论的侵害 ，要积极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可以向购物网站投诉，可以向
消费者协会投诉，必要时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侵害行为涉及刑事责任的，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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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of the Legal Ｒegulation about False
Customer’s Ｒeviews on the New Media Website and the Solutions
—Based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Chang Baolian
（ Law School，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Henan 453007）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online shopping market，poor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and
internet water army，being active in social media，such as shopping websites or blog，create positive or negative
false customer comments，not only infringing upon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competitors，
but also interferring with the normal order of internet trading． The concealing characteristic of network results in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to legal regulation，for instance，liability subject is not comprehensive，regulation about
duty is imperfect，the law is not unified in legislation protection； i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evidence-producing
difficulties lead to the fact-proving difficulties； and the supervision is difficult in law enforcement protection． To
overcome the dilemma，we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tak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perfecting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digging up the potential of self-help to overcome forensics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giving play to the self-discipline to overcome supervision difficulties in law enforcement，enhancing the cyber citizen’s media literacy and legal literacy，and curbing false online customer reviews
from the source．
Key words： malicious bad review； false praise； legal regulation； dilemma； over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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