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历经3年深入调研，《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 （草案）》19日在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上进行首次审议。 人们期待这一部法
律能有效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
企业等各方主体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
合法权益， 尤其要能管得住当下电子
商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促进电
子商务的发展。

5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平均
增速超过35%， 市场规模全球第一，在
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促就业、惠民
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相对滞后
的法律和监管空白，使网上交易安全、
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产品质
量监管等问题凸显， 极大地影响了这
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本次立法为整治网购乱象开启了
“法门”。遭遇假货、个人信息收集泄露
导致被“精准诈骗”、纠纷难解等网购
之痛， 电子商务法草案对上述乱象如
何处理均有明确规定。 草案明确了电
商平台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对电子商
务数据信息的利用和保护作出规范；
对个人信息保护、 市场秩序与公平竞
争、 消费者权益保护及争议解决等提
供了法律依据。

电子商务是市场经济， 尊重市场
逻辑、承认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途
径，是立法的前提和共识。立法要着眼
于妥善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
无形之手的关系，进一步激发电子商
务的创新和创造活力， 建立开放、共
享、诚信、安全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子商务生态
系统。

良好的电子商务法律秩序的核心
要素在于保护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各方
主体的正当权益,形成一个合理的，责、
权、利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电子商务
立法尚处起步阶段，有其自身的规律，
我们也期待这部法律将体现前瞻性，
符合电商发展趋势兼顾国际通行规
范，以更好推动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2016年12月20日 星期二12 时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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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网约车
算不算规范对象

这些年，分享经济、O2O、社交网络、互联网
金融快速发展，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引起各
界的不同看法和声音。这些领域的活动，到底哪
些属于电商法规范的范畴？

根据草案，电商法中所指的电子商务，是指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商品交易或者服务
交易的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对商品交易或
者服务交易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室副主任施禹之指出，
这里的经营活动一般指以营利为目的的持续性
业务活动。 如果自然人利用网络出售二手物品、
闲置物品和自产农产品，属于偶然行为、不具有
持续性的，不适用这一法律。

业内人士认为，从广义来看，在线保险、网上
证券交易、网约车等都属于通过互联网进行服务
交易的经营活动。 但金融服务因有其特殊性，不
是本法规范的重点，参照行业专门法律。

“对电子商务范畴不用具体限定，也是考虑
到电商快速发展和创新的现实， 不应将其凝固
化、停滞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说。

“炒信”之风
能否就此刹住

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众多网络刷单
的黑幕，多个电商平台成为刷单重灾区。刷单不
仅误导消费者，也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对行业
的整体信誉损害极大。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等多
个部委邀请8家互联网公司，共同签署《反“炒信”
信息共享协议书》，专门打击网络“炒信”行为。

草案规定， 不得实施损害电子商务信用评价
的行为，包括以虚构交易、删除不利评价、有偿或
者以其他条件换取有利评价的形式， 为自己或他
人提升商业信誉，以及发布不实信用评价信息等。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阿拉木斯说，这次以立法的形式对炒信行为进行
了禁止， 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炒信行为的法律责
任，规范电商的经营活动。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
占领指出，目前立法对于刷单行为主要规定的是

卖家的法律责任，缺少对刷单产业链上个环节的
规范，比如对刷单机构、提供虚假快递或发空单
的快递公司缺乏专门规定，建议进一步细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门”
能否打开

买到假货投诉无门， 找平台还是找企业？网
购商品延迟送达怎么办？消费维权成为网购消费
者的心头之痛。

草案中有多个章节和条款提出消费者权益保
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章节提出“先行赔付”“保证
金”等条款，要求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电商第三
方平台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真实信息的， 消费
者可以要求第三方平台先行赔偿。 电商平台与经
营者协议设立消费者权益保证金， 作为服务担保
机制的一部分。另外，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章
节还对平台的责任和义务作了专门规定。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教授
说， 草案的一大特点是更加注重对消费者权益的
保护， 并对第三方平台的义务和责任作了明确规
定，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要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以及对平台上经营者的监管义务等。
草案还鼓励建立电商在线争议解决机制。阿

拉木斯指出，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不少电商
交易属于跨地域、小金额，一旦发生纠纷，到异地
诉讼成本高、效率低，通过这一机制能更加高效
便捷地处理纠纷。

信息泄露被“精准诈骗”
如何防止

近日，“京东数据疑似外泄”引起热议，折射
出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网上商城用户信
息与其他类型网站不同，下单时要填写顾客的手
机号码、地址等真实信息，甚至涉及银行卡等。不
法分子一旦拿到这些信息，就很有可能进行“精
准诈骗”。

电子商务法草案提出，电子商务经营者要建
立制度提升技术手段， 防止信息泄露、 丢失、毁
损，确保电子商务数据信息安全；在发生或者可
能发生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丢失、毁损时，电子商
务经营主体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及时告知用
户，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先要治理个人信息的非
法交易，让参与倒卖个人信息的各个环节都承担
责任。” 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荆林波
说， 这一规定可谓抓住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

“牛鼻子”。

网上开店
怎么征税

与实体店铺相比，网络购物“不开发票，不交
税”几乎是一种潜规则。目前，大型的B2C网站整
体比较规范，偷税概率低，但部分B2C、C2C模式
的商家仍然不交税。

出现不交税问题的核心在于，监管部门并不
掌握一些电商平台以及平台上注册企业的相关
数据。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谢波峰指出，有关部
门从平台根本拿不到网络交易的真实数据，相关
政策也就无从谈起。

电子商务法草案规定，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当
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电子商务经营主体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应当出具纸质发票或者电子发票。

网店经营者和电商专家建议，电商征税不应
该“一刀切”，要区分哪些是经营性行为，哪些是
非经营性行为，比如有人偶尔在网上卖自己的产
品也要求办工商登记交税就不合适，可以考虑根
据交易规模和频次，制定交税标准。

规范第三方平台
能否带来放心购

据统计， 通过第三方平台达成的交易占目前
网络零售市场规模的九成。然而，当前的网购乱象
多数是由于电商平台制假售假、销售违禁物品。

根据电子商务法草案，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
应对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进行检查监控，
发现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销售禁止交易的商品
服务等，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必要
措施。

当前，绝大多数电商平台都要求对经营者信
息进行登记，但微商这方面规范很不完善，如何
调整和规范需要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海川汇国
际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苗玉瑞说，应
建立完善的监管、追究机制，明确罚则和责任追
究流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电商法草案六大焦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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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首次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我国第一部电商领域的综合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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