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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举报奥克斯，你的观点离法理远吗
被举报型号空调仍在销售 律师：举报并无不妥，核心是要客观存在，若属实消费者可索赔

此次高调“手撕”奥克斯，
虽然有很多网友力挺格力的果
敢霸气， 但也有声音质疑这是
格力出于私利而为。6月11日下
午，针对外界的质疑，格力电器
再次向媒体回应： 这次举报与
6.18无关； 如果销售不合格产
品，侵害了消费者利益，破坏了
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那么格
力就一定站出来， 把实际情况
反映给行政部门。

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钟文科表示，作为同行
业的竞争对手， 格力的公开举
报确实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误
解，但《产品质量法》并没有限
定举报者， 更没有规定企业不
能举报竞争对手，从法理上说，
格力的做法并无不妥。当然，核
心问题还是格力所举报的问题
要客观存在。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
散布虚伪事实， 损害竞争对手
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如果举
报不属实， 格力则涉嫌构成不
正当竞争， 需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届时奥克斯可以提起
诉讼向格力索赔； 如果举报属
实，奥克斯则面临违反《反不正
当竞争法》、《广告法》的相关规
定，涉嫌构成虚假宣传，会面临
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如
其产品确系不合格的， 则还会
涉嫌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
罪。此外，如果奥克斯空调被查
实存在举报信中提及的问题，
购买了这些问题空调的消费
者，还可以向厂家提出退换货、
索赔的要求。

6月10日，格力电器在网
上公开举报奥克斯空调造假。
对此，奥克斯空调迅速在官微
回应格力电器： 举报不实，已
向公安机关报案。两家企业在
网上公开“开战”，不仅引发网
友围观，也让监管部门介入了
调查。

虽然格力与奥克斯孰是
孰非暂时还没定论，但消费者
已经在网上各抒己见。业内人
士表示， 企业之间的相互监
督， 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记者 潘显璇

虽然A股5月上演“五
穷”行情，但资金大逃亡景
象并未出现， 长线资金仍
在持续流入ETF。 天弘基
金最新发布的天弘指数基
金系列销售大数据报告
便印证了这一点。今年前
5月，天弘指数基金系列新
增开户数稳步提升， 同时
累计申购金额自2月开始

出现大幅攀升。具体看来，
5月新增开户数相比4月仍
超233万； 前5月共计新增
用户超558万， 是1月初的
1.09倍。同时天弘指数基金
保有金额不断刷新今年来
新纪录，是1月初的1.67倍；
累计申购金额是1月初的
3.32倍。

·经济信息

天弘指数基金新增开户数刷新纪录

备受投资者瞩目的第
二批次科创主题基金，日
前相继圆满完成募集。据
统计，5家基金公司旗下的
科创主题基金均限售10
亿， 而合计募集规模高达
120亿元，其中鹏华科创主
题基金首募规模超过30亿
元， 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
例为32.87%， 在同批科创
基金中有效认购规模最

高、获配比例最低。业内人
士表示， 科创板将助力有
成长潜力的科技创新企业
发展壮大， 公募基金有望
发挥专业机构投资优势，
将在深入研究拟上市企业
的基础上， 发掘最佳投资
标的， 以最适合的价格去
进行参与， 从长期投资角
度为持有人提供可持续的
回报。 ·经济信息

鹏华科创3年封闭仅1天完成募集

今年以来，A股市场呈
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走
势。 在国防军工板块的投
资上，低成本、交易便捷、
分散化投资的指数基金正
在成为普通投资者投资国
防军工板块的有利抓手。
正在发行的富国中证军工
龙头ETF拟任基金经理、
富国基金量化投资部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表示，相

比于主动管理基金，ETF
本身具有三重优势。首先，
指数整体长期向上。 指数
是不同公司“周期迭代”，
不断有新鲜的血液涌入；
其次， 指数投资可以极大
地降低投资中的非系统性
风险；同时，指数投资相对
简单，操作透明，能够实现
同市场的一起成长。

·经济信息

富国中证军工龙头ETF迎布局良机

格力实名举报奥克斯造假

6月10日下午，格力电器在官方
微博上公开发布了《关于奥克斯空调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
产品的举报信》， 并@了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和国家发改委的官方微博。

举报信称，“经我司实验室（获得
CNAS认可，具备检测资质）实测，奥
克斯空调多型号产品与其宣传、标称
的能效值差距较大。经我司委托有专
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验证，检测
结果与我司检测结论一致，能效比和
制冷消耗功率检测均为不合格。”

对此，奥克斯回应称：正当6.18
空调销售旺季来临之际， 格力采用诋

毁手段，属于明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格力举报不实，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涉及举报型号空调仍在销售

6月10日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对举报事件做出公开回应：已通
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有关情
况尽快进行调查核实。6月11日，浙
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宁波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此
次实名举报事件。

6月11日下午，三湘都市报记者
查询发现， 格力举报信中提及的奥克
斯的8个型号的空调，在天猫、京东、苏
宁等各大电商平台上仍在大量销售。

格力电器此番举报的核心关键
词是能效比造假。

空调能效比是国家强制规定，
虚标能效比属于违法行为， 也是在
欺骗消费者。

更为严重的是， 虚标能效比就
是在“以次充好”，用虚标的产品对

标合格的产品，在价格上相当于“降
维打击”，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
序。合法标注的企业，价格上处于劣
势，导致整个市场陷入“劣币驱逐良
币”。这便是格力电器举报信中说的
“市场公平竞争的良性秩序造成了巨
大的破坏”。

格力与奥克斯的纠纷由来已
久，并且双方已经多次对簿公堂，奥
克斯更是多次因专利侵权而赔偿格
力的损失。

对于此次举报事件， 虽然最后
结果还有待监管部门认定， 但不少
网友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对企业之
间的相互监督行为表示欢迎。 还有
家电行业分析师直言：“虚标能效是
空调行业痼疾， 格力再次揭开这个
盖子，有利于空调行业健康发展。”

都说“同行是冤家”。现实中，商
家很可能因为共同的利益，达成某种
默契。假如空调行业，虚标能效比成
为“潜规则”，你也虚标，我也虚标，商
家大发其财，受损的必然是消费者。

此时，格力站出来举报奥克斯，
动机与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自
曝行业家丑，矫正行业错误。

其实，一个行业的最好监督者，
恰恰是商家自己。 因为商家比监管
者、消费者更了解行业内幕，更懂得
不法商家的伎俩。试问，竞争对手天
天死盯你的产品质量， 你还敢造假
吗？商家互相监督，消费者将是最大
的赢家。

两个品牌各有拥护者。 支持格
力的网友建议必须严惩虚标能效比
的商家， 支持奥克斯的网友则认为
此次事件是格力在玩套路。

@醉吟键：好事！净化行业！行业
自律！ 敢举报同行等于说宣告欢迎
同行来告，来举报！看谁的产品经得
起有关部门的检测！利好消费者！

@平心而语： 为何是消费者向
格力举报？ 为何选择在6.18之前重
要的节点？ 有套路的举报行为是否
合适？

观点 企业互相监督利于行业发展

“能效比造假”是举报的核心

举报若属实
消费者可索赔

律师说法

图/视觉中国

近日， 交通银行发布
了《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
数报告》（总期第53期）。
4-5月国民经济总体运行
平稳，但受国际环境影响，
整体经济存在下行压力，
小康家庭对未来家庭财富
和经济走势态度谨慎。本
期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
较上期下滑3个百分点至
135点。 收入增长指数、经
济景气指数、 投资意愿指
数三项一级指标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 各二级指标均
有不同程度下滑， 投资景
气指数跌幅最为显著，达
到5个百分点；家庭财务状
况指数、投资收益指数、流
动资产投资意愿指数的跌
幅也较大， 均为4个百分
点；就业形势指数下降了2
个百分点； 不动产投资意
愿指数与上期持平。

调研期间， 流动资产

投资市场波动不断， 大盘
主力资金流向接连为负，
中小板、创业板表现不佳，
美元走强导致金价下跌，
使得本期收入增长指数下
滑4个百分点至150点。

本期投资意愿指数较
上期下降2个百分点至121
点。其中，流动资产投资意
愿指数下滑4个百分点，降
至2018年以来最低位；不
动产投资意愿指数与上期
持平。

调研期间股市、 基市
总体呈较弱趋势，中小板、
创业板持续下行， 使得小
康家庭对流动资产投资持
谨慎态度。小康家庭对各类
投资理财产品的投资意愿
涨跌不一，上涨较为明显的
有银行理财产品、期货和外
汇投资，下降较多的则为贵
金属、股票和基金。
■蒋浩 潘显璇 经济信息

流动资产投资意愿降至去年以来最低位

基金资讯

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