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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网红产品背后有哪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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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皮肤问题免费体验是真的吗？
近日，内蒙古展览馆附近某小区王女士说，她们家附近一家皮肤调理机构店里的人

非常多，络绎不绝，很多人是慕名而来。据了解，该机构专业解决皮肤问题，可以先免费体
验，感受皮肤实实在在的变化，然后再进一步专业调理，像皮炎、湿疹、老年性皮肤瘙痒、
手足脚癣、皮癣、结节性痒疹、淀粉性样变、荨麻疹以及隐私部位的瘙痒都可以去免费体
验，不花一分冤枉钱，实实在在，一切以效果说话。该中心的电话是0471-2539607，地址位
于内蒙古展览馆西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皮肤调理中心。

顾客排长龙、满屏炫富
照、荣誉证书数不清……近
年来，很多年轻人的朋友圈，
时常转发一些时尚、流行的
网红产品。记者调查发现，有
些网红产品的爆棚人气，实
际上是通过夸大其词的宣
传甚至造假炮制的。

网红产品有哪些“气

质”？

近年来，一些网红产品
以众人追捧、竞相购买的热
销形象引人关注。在全国著
名城市商业街，常有一些餐
饮或服饰店的门前顾客排
成长龙。在网络上，一些产品
的消费评价与跟帖动辄成
千上万，内容都是交口称赞。
网红产品有哪些“气质”？

功能神器型。颇有名气
的微商品牌尚赫有一款名
为尚赫辟谷餐的产品，鼓吹
轻松瘦身，并宣称可以治愈
牛皮癣等多种顽疾。网上还
流行一种所谓的防晒丸，声
称“当天吃当天见效，防晒持
续时间可达6个小时”。

荣誉等身型。自称获各
种国内、国际大奖，有各种权

威机构为其质量“背书”，畅
销全国甚至风靡全球。记者
在网上发现一款名为玛姿
宝的微商产品十分火爆。自
称代理商的刘女士向记者
展示了其中一款减肥产品
玛姿宝0卡能量圈，称该品具
有“3·15打假保真荣誉标
志”，是“打假保真放心消费
联盟单位”，获得“中国孕婴
童奖”“移动互联网＋新零售
示范单位”等多个大奖或证
书。

浮夸炫富型。通过发布
“喜提豪车与新房”类的照片
高调炫富，鼓吹只需加盟或
代理某网红产品即可迅速
暴富。尚赫旗下有多款减肥
瘦身健康产品，多篇网文大
肆宣传一些无学历、无工作
经历的“小白”，因代理该品
牌而迅速买新房、豪车。

打造网红产品套路：虚

构荣誉网络刷“赞”

记者调查发现，事实
上，一些所谓网红产品，是通
过打擦边球的夸大宣传甚
至弄虚作假打造的。

套路一：线上刷“赞”，

线下雇人。曾专门做网红店
推手生意的吴先生告诉记
者，消费评价大都可以造假，
而且这个造假生意形成了
相当规模。

据了解，到各电商平台
刷消费体验评价的，分为素
人和达人。前者人微言轻，只
能“壮壮场子”，大概每人每
条2~5元不等。后者的评价
因“号召力大”，收费也贵，具
体标准为：消费评价、体验等
100字以上，配3张及以上图

片的，5级达人60元/条、6级
达人80元/条、7级达人120元
/条。

此外，线下的排长队现
象也可能是假的。成都某传
媒类大学学生小王已多次
充当“排队人头”，他将此戏
称为“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
来相见”。所谓“穿云箭”，指
的是QQ“充场群”中的“发
活儿消息”，即有专人发布时
间、地点、人数、时薪等信息，
雇一个人一般3小时内

100~150元。
套路二：虚构荣誉，自

抬身价。经记者求证，玛姿宝
品牌所谓“3·15打假保真荣
誉标志”“打假保真放心消费
联盟单位”，来自一家名为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的
民间组织下属的“打假工作
委员会”。该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丰称，基金会并未授权玛
姿宝品牌使用相关标志，且
该标志仅代表商户向基金
会缴纳了一定金额的质量
纠纷赔付保证金，并不具有
任何与产品质量相关的证
明作用。

套路三：合成照片，虚
假炫富。记者发现，大量标榜

“迅速暴富”网文的主角，常
常缺名少姓，无从查考。记者
在网上发现，有商家专门从
事替微商修改合成照片的
生意。在一家月成交量过万
的店铺，记者花50元轻松制
得“喜提豪车”照片。此外，还
有店家能制作效果逼真的
转账记录。

网络监管应加大力度

多位专家表示，由于不

是正规厂家生产，缺乏正规
的生产流程和检验，不少网
红产品质量堪忧。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
顾中一说：“消费者对那些
吹嘘能健身治病的网红产
品绝不可轻信。”例如，网红
产品尚赫辟谷餐鼓吹“清除
宿便”“排毒”，其实，由于能
量严重摄入不足，“辟谷”很
可能导致肌肉分解、基础代
谢下降，造成多器官损伤，
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
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吴沈括认为，炮制“网
红”产品的多种套路，已明
显涉嫌严重违反广告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
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项法律
的相关规定，应引起市场监
管部门的关注。同时，相关
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互联网
平台的监管与追责。此外，
消费者要保持对网红产品
的理性态度，特别是对一些
直接食用和接触身体的化
妆品、服装等，要多方核实
信息，避免遭受损失和伤
害。 （据新华社报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二手物品交易的跳蚤市
场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
然而，看似双赢的交易方
式 背 后 却 隐 藏 了 不 少

“坑”：卖家故意引导买家
脱离平台交易实施诈骗，
买家收货之后找借口向卖
家恶意砍价……究竟是买
卖双方诚意不够，还是平台
本身存有漏洞？二手交易平
台又有哪些陷阱需要警惕？
记者进行了调查。

陷阱：买家卖家都可能

被坑

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
院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底，我国闲置物品交
易规模已达5000亿元，并以
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上半

年中国在线二手交易市场
监测报告》显示，2017年中
国在线二手交易用户规模
已达0.76亿人，增长率为
55.1%。

然而，不少人却在二手
交易中有着不愉快的经历，
快速增长的网上二手交易
也问题多多。

汕头大学学生小余在
赶集网上看到，原价2000多
元的捷安特自行车只卖400
多元，卖家还是“发烧友”，
小余兴奋不已。

“发烧友卖的货肯定没
错。”小余说，他确认了照片
中车架上的品牌名后就果
断地买了下来。可高兴没几
天，自行车脚蹬就坏了。修
车店的老板告诉小余：“这
个车只有车架是这个品牌
的，其他配件都被换成了不
值钱的。”

不仅买家可能被坑，卖
家也有被骗的风险。西安某
高校学生小九将一条码数偏
大的裙子挂在闲鱼上售卖，
一名买家看到后提出了“用
同款小一码的裙子换”的建
议，约定同时发货。几天后，对
方收到了裙子并签收，但小
九却发现对方迟迟不发货。
最后小九找到买家电话，将
相关法律法规告诉对方，对

方这才同意将裙子寄回。

骗术：巧立名目移花接

木

记者调查发现，二手交
易平台交易套路颇多：

———以次充好，偷换配
件。厦门工学院学生小刘曾
在闲鱼上购买了一个充电
宝，商品描述和充电宝机身
上写的都是2万毫安。但使
用后小刘发现，这个充电宝
给手机仅充一次电就会“精
疲力尽”，还不如舍友5000
毫安的充电宝电量足。小刘
总结认为，二手交易平台上
的手机、单车、充电宝等产
品具有“外观迷惑性”，很多
都是“看上去很美，一用就

上当”。闲鱼客服对记者说，
只要商家卖的不是违禁品，
就可以在平台上发布。

———转场交易，吞吃押
金。记者调查到，一些受访
者被骗后面临申诉难，不少
是由于交易脱离了原本的
平台。安徽阜阳某中学的小
张在转转上看到一部价值
900元的小米手机，卖家说
自己急需用钱，价格可降至
800元，前提是小张要先用
微信转账400元当作“预付
款”，余款等货到结清。小张
转账后，却迟迟没有收到手
机。

———货物到手再砍价。
广东的石先生就有被买家
恶意砍价的经历，他曾在转
转上以150元的价格售卖一
部手机，一名买家很快就下
单，并付钱到交易平台。但
买家收到货后，却以手机内
部防水标签变红为由，要求
石先生退还80元。石先生很
不满意，因为他的手机根本
就没有进过水，便向客服申
请仲裁，客服回复称要两人
自行协商解决。苦于没有留
存证据，石先生和买家僵持
一周后，无奈同意了买家的
请求。

建议：完善买卖双方信

誉评价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
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赖明明
认为，二手市场信息不对
称，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
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
这导致交易中容易出现欺
诈行为。

“二手交易平台对商品
的真假负有相应审查义务
及法律责任。”赖明明认为，
真正合理可行的做法是，交
易平台与二手商品售卖方
共同担责，当出现贩卖假货
等情况时，交易售卖方担主
要责任、平台担次要责任，
具体分责比率可进一步商
榷。

广东省法学会网络与
电子商务法学研究会会长、
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颖
认为，二手交易平台应完善
对买卖双方的相互评价机
制。平台应当及时准确地将
交易数量、交易纠纷及纠纷
处理结果进行分析统计，并
公布买卖双方的诚信度、信
誉值，为其他交易对象提供
参考。 （据新华社报道）

二手交易平台问题调查：恶意砍价以次充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