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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400字差评敲诈8888元？ 刑责民责都被追究，网友表示———

“职业差评”“买好评”全都不能信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无论是网购平台，还是外卖网站，评价都是互联网经营者信誉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消费者评估商家、商品“靠谱度”的

重要依据，正是因为重要，一些不法分子把“差评”当成了“商机”。

近日，一个由 7 名 90 后组成的差评师团伙，在被深圳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 7 个月至 2 年不等的刑期后，又

被阿里发起民事诉讼，法院最终判决，该差评师团伙赔偿阿里经济损失 8万余元、合理支出 4万余元。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里之所以在该团伙领刑之后又以民事诉讼“追杀三千

里”，目的就是要不惜代价提高作恶者的违法成本。

2017 年 3 月， 淘宝店主童某店

铺内一款“爆款” 电脑主机收到了一

条差评， “我店铺内所有的商品都有

3C 认证、 进货发票， 保质保真， 但

这条差评费了很大工夫写了 400 多

字， 非要说我的产品有质量问题。”

让童某纳闷的是， 无论是“退款

退货”， 还是“凭票报销维修费用”

等各种解决方案， 买家都不接受。 他

这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遇到差评师

了。 果然， 在一番沟通后， 对方提出

索要 8888 元“补偿”， 还不退还电

脑。

考虑到被“差评” 的是店里的

“爆款”， 怕差评对销量有影响， 无奈

之下， 童某选择息事宁人。 谁知， 后

面“套路” 重重， 他的网店每隔一段

时间就会收到一条类似差评， 并以此

为要挟让童某给“补偿”。 童某发现，

有几次给出差评的买家使用的是同一

手机号， 买家昵称也高度相似。

“背后肯定是同一拨人。” 不堪忍

受差评骚扰的童某选择报警。 他将信

息反馈至阿里平台后， 在平台协助

下， 深圳龙华警方展开侦查， 最终抓

获了曾某等 7 名利用差评敲诈勒索商

家的犯罪嫌疑人， 并查明该差评师团

伙自 2017 年 3 月开始， 利用同样的

方法敲诈勒索了多名经营电脑配件的

商家， 童某只是受害人之一。

据警方介绍， 与传统的案件相

比， 不法分子利用恶意差评来敲诈，

手法趋于职业化， 也更加隐蔽。 值得

注意的是， 这 7 名差评师都是 90 后，

最大的不过 1991 年出生， 最小的才

刚满 20 岁。

阿里巴巴高级安全专家临阁表

示： “商家在遭遇恶意差评时， 不要

认为花钱私了就能息事宁人， 遇到恶

意差评， 要第一时间妥善留存证据，

主动向平台和公安机关举报， 运用法

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90 后差评师团伙深圳落网

2018 年 6 月，深圳龙华法院对这

一差评师团伙进行了刑事判决。 法院

经审理后认定，7 名犯罪嫌疑人故意

以差评相威胁， 对网店店主多次实施

敲诈勒索， 判决这 7 人敲诈勒索罪成

立，有期徒刑七个月至两年不等、并处

罚金。

随后， 阿里巴巴又将获刑的 7 人

诉至法院，向该差评师团伙索赔 70 万

元。 今年 3 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

为被告的恶意差评行为给平台评价体

系注入了虚假评价数据……扰乱了平

台正常经营秩序， 损害平台长期经营

打造的电子商务营商环境， 判决被告

共计赔偿阿里经济损失 8 万余元，律

师费等合理支出 4 万余元。

实际上， 这不是阿里第一次向侵

扰商家的差评师“宣战”。 另据阿里方

面透露，自 2017 年开展打击恶意行为

专项行动以来， 阿里已经配合多地公

安机关破获 20 余起利用恶意差评对

商家进行敲诈的案件。 今年 1 月 17

日，全国首例电商平台诉差评师的“一

元官司”迎来了一审判决：江苏海门市

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杜某等三名差评

师共同赔偿淘宝损失 1 元、 合理支出

2 万元。

诉差评师胜诉 阿里获赔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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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叶小姐平时有网购的习惯，她

曾经试过，想订外卖，看到有评论说点

的餐有虫子，她马上就决定不要选这家

了：“餐饮的卫生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的”。 不过她也表示，其他比如买衣服，

会综合考量。“买衣服的话，我一定会看

买家秀。 好评和差评也都会看，如果差

评太多，会综合考虑一下再决定”。

最近刚生了二胎的魏女士，平时经

常在网上给孩子买奶粉、纸尿裤、奶瓶

和衣服等日用品。 她说自己基本上会选

择品牌旗舰店或自营店，这样感觉比较

可靠。 在具体选择过程中，她也会关注

评论。“有一次想买爬行垫，有评论说味

道太重，我就犹豫了，最后没买。 ”她说，

如果自己判断产品还不错，即使看到有

些差评，她还是会买。“感觉的确是使用

过，是真实体验的评论，我会留意一下。

但那种简单说差，不好，语气明显比较

恶劣，又没有讲具体怎么不好的，我就

不会参考了。 ”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韦柑潞

市民观点

会自己判断好评差评

无法思考：我相信人都有正常的判

断 ， 可以从差评内容来判断它的真实

性。 但比起差评，花钱刷的好评影响面

更大，对普通消费者的更会误导。

时代变迁中的沙粒：职业好评和职

业差评一样，导致顾客和店家相互不信

任。

西瓜爱跳舞 ：我是卖家 ，我支持不

删差评，是的，谁也不许删。 给出差评的

买家也不许删。 当差评不能更改后除了

竞争对手，至少差评师是没了。

Big

茜

_49857

：好评和差评都是刷

的。 我宁愿买个运费险自己看看，大不

了买了再退。

艾斯斯斯斯艾：差评师影响的不只

是卖家，我买东西有问题 ，碰见态度不

好的店沟通有问题不得已而为之的差

评，结果会被卖家一顿骂 ，说我是什么

差评师，我还得把我购买记录的评论截

图给他看看证明自己不是差评师。

发扣肉吧：买东西要是看见一个差

评都没有我还真不敢买。

网友言论

花钱刷的好评

影响面更大

他们有话说

“差评师”被电商平台“追杀”，但也有用户担心，自己正常的消费评级会

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我对商家不满，给予差评，会不会被扣上差评师帽子

呢？ ”市民陈先生向记者表示，他担心类似做法会否过度保护平台和商家。

网经社

-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蒙慧欣：首先平台打

击差评师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一个真实的信用评价体系。 需要平台建立一套

从商家、消费者、平台三者之间透明化的系统申诉流程以保障各方权益，避

免出现过分保护商家或者消费者的行为。 其次， 消费者在保留证据的情况

下，只要保障自身的评价真实、不夸大、不诋毁就不必过分担心，平台可以按

照溯源机制进行查看。 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要保留发票，在与商家沟通联

系协调记录截图保存，对购买的商品出现质量的，进行拍照取证。

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董毅智律师：在处理过程中，不存在过度保护商家

和平台，因为职业差评师是否“职业”，在整个消费流程中都能看出来，普通

消费者不会那样操作。

奔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国华：判断是普通投诉还是差评师的关键是“是

否属于恶意差评”。 如果不是抱着敲诈卖家的目的，写出自己真实的体验，差

评是无可厚非的，消费者无需过分担心。

互联网律师赵占领：阿里打击的是职业差评师，刑事角度主要是针对其

对卖家的敲诈勒索行为，这跟普通消费者的差评有很大的区别，消费者给卖

家差评属于合法权利。

正常消费评价不会有影响

划重点

风云资本侯继勇： 所有

互联网公司都不想看到网络

差评师在自己的平台出现 ，

然而各个平台机制不一样 ，

其它平台的商家对差评并没

有那么敏感， 例如京东上有

自营店而淘宝则没有， 经营

模式不同也让差评师目标更

多放在淘宝平台上。

在淘宝京东均有网店的

广州潘女士： 同样一个差评

出现在淘宝和京东两个网店

上， 一般情况下给淘宝店带

来的伤害会大于京东店 ，这

与平台机制不同有关。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韦柑潞

差评在各平台

影响力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