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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单炒信” 将入失信黑
名单、售假被判淘宝上说“对
不起”……5月21日，电子商务
研 究 中 心 最 新 发 布 的
《2017-2018年度中国电子商
务法律报告》（简称报告）中公
布了十大经典案例。这些案例
直指电商行业刷单、 信息泄
露、售假等乱象，令人欣慰的
是，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和举措
正在陆续出台，推动着行业朝
着规范性的方向发展。

三大案例
直指电商行业刷单乱象

“刷单炒信” 一直危害着
电商行业发展环境，长期以来
也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全国“刷单入刑”第一案、跨境
电商保税仓“刷单第一案”以
及借漏洞骗取美团近两百万
被判刑案，对此类行为给予了
明确认定。

对于此类案件， 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方超强认
为，“刷单” 行为屡禁不止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如利益驱使、隐
蔽优势带来的违法成本低、电
商平台的处罚力度不够等。

举措：5月20日，国家发改
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
加强对电子商务领域失信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
规定：刷单炒信等失信电商主
体将被列入认定的电子商务
领域黑名单。

“信息泄露”多平台“中招”

大数据时代，用户的个人
信息保护漏洞百出。十大案例
中就有快递员泄露客户信息
案。自2015年8月开始，宋某利
用其长沙某速运公司员工身
份获得单位平台操作账号和
密码后，提供给另一被告人曹
某，通过下载大量客户运单信

息再交由李某贩卖，黄某则以
1000元向李某购买公民个人
信息100万条。 最终四人均因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获刑。

举措：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主任曹磊表示，要在购物过程
中避免信息泄露， 需要消费
者、电商平台和相关部门的共
同努力。全国首部《电子商务
法（草案）》中，就加大了对信
息安全的保护力度，明确包括
第三方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
者、支付服务提供者、快递物
流服务提供者等在内的信息
安全保护责任主体。提出对未
履行保护义务的，最高处50万
元罚款并吊销执照；构成犯罪
的，追究刑事责任。

网络售假
成行业发展“毒瘤”

网络售假更是危害电商行
业诚信的“毒瘤”，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网络来兜售假冒名牌产
品的现象越来越多。 淘宝网就
以“违背平台不得售假约定、侵
犯平台商誉” 为由将其平台售
假店铺告上法庭，被称为“全国
首例电商起诉售假卖家案”。

5月22日，一则致歉声明
“现身” 淘宝网首页公告栏引
来关注———“我们的售假行为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淘宝
网的商誉，在此我们向平台的
消费者、 其他诚信经营的商
家、淘宝网致歉。”发出致歉声
明的谢某某、 张某某是售假
者，还有一位苏某某则是售假
账号的提供者。据悉，这是全
国首起判决售假者在电商平
台致歉的案例。

举措：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指出，告上法庭、公开道歉等
这些举措都将对当下店家售
假行为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
形成行业威慑力。

■记者 杨田风

“刷单”列入黑名单，售假被判公开道歉
行业监管政策和举措陆续出台，十大典型电商案例所指问题将一一击破

体验大指挥官的Jeep�
4x4�SUV智能科技体系

5月18日，全新Jeep大指挥官
在长沙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媒体
试驾体验活动。这次，Jeep大指挥
官通过国内首次全仪器深度测
评，用数据说话，用可视化手段揭
秘Jeep�4X4SUV智能科技体系
是如何带来“快、稳、安、静、省”的
上乘驾乘品质。 这次试驾最大程
度还原全新Jeep大指挥官在全路
况全场合环境下行驶的车辆性
能。 ■胡锐

“智趣体验营”启辰T90�
2018款长沙上市

5月18日-20日，“中国汽车大
脑”———启辰 T90�2018款登陆长
沙。此次启辰T90共6款车型，官方
售价10.98万-15.48万元。 体验营
现场，启辰T90�2018款的“中国汽
车大脑”显露真实力，带给大家一
场惊艳的智联挑战大PK。启辰T90�
2018款实现了智联、时尚、安全三
大升级，让T90从此成为您掌控生
活的移动枢纽。 ■胡锐

特斯拉湖南首家直营
体验中心开业

5月19日，特斯拉长沙国金体
验中心正式开业。这是特斯拉在湖
南首家及华中地区最大的直营体
验中心。国金体验中心既为长沙消
费者带来近距离接触特斯拉的机
会，也是特斯拉不断兑现对中国市
场承诺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
ModelS、ModelX和Model3同时
亮相长沙国金体验中心， 其中，
Model�3将在长沙展出至5月30
日。 ■胡锐

本报5月22日讯 今日上
午，“湘军故里 传奇娄底”2018
娄底旅游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会上，“传奇娄底”发布了5条适
合“周末游”的精品旅游线路。

记者了解到， 娄底市目前
有国家等级景区15个、 省级旅
游名镇5个、湖湘文化风情小镇
4个、省级旅游名村15个、省级
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区点117
家。 为吸引更多省内外游客到

娄底“周末游”，推介会上，娄底
市旅游外事侨务局首次公布了
亲近自然·生态之旅、 湘军寻
古·研学之旅、 休闲养生·康养
之旅、 梅山神韵·探秘之旅、旅
游扶贫·乡村之旅等5条“传奇
娄底”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从
自然山水、传奇人文、特色民俗
等多个角度近距离接触体验娄
底多彩之美。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汪梦媛 通讯员 刘洋

本报5月22日讯 每年的
农历四月初八， 绥宁的苗寨里
就会一改往日的宁静， 热闹非
凡———苗族的阿哥阿妹们唱山
歌、吹木叶、听苗笛，度过属于
苗家人的“情人节”……

今天上午，2018湖南邵阳
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暨竹文
化旅游节在绥宁县启幕， 各家
出了嫁的姑娘回到娘家， 一起
吃乌饭、祭女祖、唱山歌、比女
红、载歌载舞，跳花跳月，欢度

节日。
本次节会以“神奇绿洲 美

丽姑娘”为主题， 在5月21日至
24日期间将举办姑娘节暨竹文
化旅游节开幕式、 伴手礼（竹
木）设计大赛、姑娘宴、湘西南
竹产品展览会暨第二届土货
节、 花歌喔吙飞竹海暨生态旅
游系列体验活动、 绥宁旅游推
介及旅行社对接会等缤纷多彩
的节庆活动。
■记者丁鹏志实习生汪梦媛

绥宁“四月八姑娘节”开幕
“竹”为媒，过苗家“情人节”

汽车资讯

娄底发布5条“周末游”精品线路

本报5月22日讯 今天，
以“神奇的矿晶，珍稀的车轮
矿”为主题，为期5天的第六届
矿博会在郴州落下帷幕。本届
矿博会共有1015家企业参展，
国外参展企业占35%，吸引观
展人次达32万，交易额达19.5
亿元，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湖南
“有色金属之乡”、郴州“中国
观赏石之城 矿物晶体之都”
的独特魅力。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
的单晶体车轮矿、全球保存最
完整的恐龙木乃伊化石、世界
上体积最大单晶最大质量最
好的菱锰矿“中国皇帝”、中国
最大的金黄色钼铅矿等众多
来自国内和海外的珍稀矿物
宝石，在国宝级精品矿物宝石
区展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观
众前来观展。

本届矿博会精心组织了
集中展销、“矿晶之星” 评选、
矿晶摄影大赛、精品与大众矿
晶拍卖会、 矿博会吉祥物征
集、“矿博会与矿物宝石产业
发展”国际高峰论坛、科普系
列活动、招商推介会等16项主
题活动，并集中展示湖南省14
个市州50多个重要地质公园、
矿山公园、矿产资源、地质遗
迹资源及旅游资源。

连续5天的矿博会， 给郴
州有色金属、旅游文化、精品
会展和矿物宝石、 生态绿色、
石墨及新材料等产业带来重
大发展机遇，对酒店、交通运
输、餐饮等第三产业产生了巨
大的带动效应，全市高铁旅客
日流量增长近20%，各大景区
旅游、酒店入住人数同比大幅
增长。 ■记者 潘显璇

矿博会落幕 交易金额近20亿

5月22日，双峰经济开发区兴昂鞋业，工人用电脑针车加工鞋面。今年，该公司
实行“机器换人”计划，一台电脑针车节约用工12人，提高了生产效率。近年来，双峰
县注重科技创新驱动，改进生产流程，升级生产工艺，由传统制造向“智造”转变，效
益倍增。 乃继辉 摄

“机器换人”

近日， 上交所发布通知调
整融资融券标的范围， 华夏沪
港通恒生ETF基金被正式纳入
融资融券标的池。 被纳入两融
标的后， 投资者可借助华夏沪
港通恒生ETF的融资融券策
略， 拓展参与港股投资的多样
性， 更全方位地把握香港市场
投资机遇。分析人士表示，华夏
沪港通恒生ETF是目前全市场
唯一纳两融标的且通过港股通
通道投资香港的ETF， 产品特

色显著。
众所周知，公募基金市场

上并非所有ETF都能有资格
纳入两融标的。两融标的必须
流动性好，且规模足够，才能
满足投资者各种交易策略的
需求。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自
2014年12月成立以来运作良
好，基金规模稳步增长，在同
类跟踪恒生指数的ETF中排
名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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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活跃业绩优异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纳入两融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