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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年入10万很轻松，苦衷也不少

真真正正““假假一一赔赔十十””还还是是很很难难

据了解，目前活跃在济南的职
业打假人有十来人，这个数目比前
两年有增加的趋势。历经十几年的
实战，他们自身的打假技能、手段以
及对消费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掌握
愈加纯熟。

但职业打假人不愿意看到的是，
纵然消费领域的相关法律已经日趋
完善，但暴露出的问题仍有不少。

受访的职业打假人谈到，随着
法律法规的健全和食药监局的成
立，市场环境越来越趋向规范，“只
看标签的简单打假越来越不好干”，

打假对技巧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律
对打假的支持也更‘硬’了”。但现实
中，仍有不少苦衷。谈到食品领域的
打假，“假一赔十”难以如愿的情形，
纪万昌就倍感无奈，“为何法律里白
纸黑字的10倍赔偿实际要不到？”

采访期间，他们纷纷提到了今年
3月15日就要施行的新《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该法对商品欺诈的赔偿标
准从“退一赔一”提高到了“退一赔
三”，并规定了500元的最低赔偿金额。
另外就是今年年初，针对司法界态度
不一的“知假买假”，最高法司法解释

称，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不影响
索赔。虽然最高法同时提出对职业打
假人的态度没有定论，仍需探索。但
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这个司法解
释跟新消法一样是巨大利好消息。

职业打假人还记得，2012年5月1
日《山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
实施后，大批职业打假人来到济南，
活跃在各大商超，专司食品领域的
打假活动。他们期望，这一次最高法
关于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不影
响维权的司法解释，会给未来的打
假行动带来更多便利。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付玉莹

职业打假人专司“知假买
假”，从某种程度上，比普通消费
者更直接地洞察着厂家的“伎
俩”。

知名大品牌

最难打假

据介绍，很多涉及产品质量、
成分标注欺诈等问题的打假，首
先要去质检部门做检测。检测完
成，如果确实证明产品质量有问
题，打假人就会拿着质检报告与
商家协商赔偿数额。

“拿到赔偿，便大功告成；如
果协商未成，再去工商部门举报，
随后拿着工商部门出具的查出证
明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纪万
昌坦言，在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
里，很多人都是按照这么一套程
序走，其间，效率高低，与名气、能
力都有关系。

“在一些地方，工商局处罚金
额到一万以上，就奖励举报人一
千。要是销售金额到5万以上，构
成了犯罪，举报奖励额度更高。”
向工商部门举报假冒伪劣的奖
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

“退一赔一”和《食品安全法》规定
的“假一赔十”，是职业打假人的
三块收入来源。

每一次都是与厂家的直接博
弈。时间久了，职业打假人也会寻
找厂家的“软肋”。“比如他在济南
有势力，南京、北京不一定是他的
势力范围，那我们就在外地找同
样的商品下手。”其中，最难搞的
则是一些市场周知的大品牌。

纪万昌就曾遇到一件事，一
位朋友在广西的专柜购买了一款
名包，在出国过海关安检时被扣
了下来。原来，当地专柜采取鱼目
混珠的手段，进的货绝大部分是
真货，但掺杂着一些高仿品。

“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品牌公
司既想维护自己的品牌声誉，又
不愿跟销售商撕破脸，便会委托
我们出面打击假冒。”纪万昌说，
最讨厌的是另一种情况，“品牌公
司会帮助销售商遮丑。”

“家丑不可外扬，当消费者向
品牌公司举报的时候，品牌公司
会告诉你这是正牌子，然后，他们
再找销售商秋后算账。反正真假
问题工商局说了不算，只有品牌
公司说了才算。”他说。

标羊毛卖兔毛

奢侈皮草也造假

现在，纪万昌的仓库里还有
一些奢侈品品牌的皮草。“很多衣
服标注的一个样，而实际上又是
另一个样。标牌说100%羊毛，他可
能 8 0 %羊毛，更有甚者 1 0 0 %兔
毛。”他向记者介绍说，“2012年一
款名贵女士短上衣，单价过万元，
标注是羊毛，其实是兔毛。我曾专
程去港澳台考察，发现这款上衣
仅在大陆有售。”

纪万昌说，之所以一些消费
者普遍信赖的国际大品牌会出现
问题，主要是这些奢侈品都是商
场用来撑门面的，商家不敢对他
们施加压力。产品上市得质检合
格，但当他上门向商场索要某款
产品的质检报告时，对方根本提
供不出来。“因为品牌商根本没
有，而商场也没有索要。没有质检
报告，那衣服上挂的合格证就可
能不是质检部门出具的，而是品
牌商自己做的。”纪说，这就是典
型的店大欺客。

奢侈品卖假

商场不敢施压

延伸阅读今年的“3·15”，以
“知假买假”为基本生
存手段的职业打假人，
将迎来一个变革时刻。
3月15日起正式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食药领域的“知
假买假”可受法律保
护。尽管司法界对这一
新规的解读仍存争议，
调查中，一些职业打假
人已经视此为“利好”。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已
经从单兵作战演变到
公司化运营阶段的济
南职业打假人群体，在
这一个“3·15”之后将
何去何从？

3月4日晚，记者在济南市建设路

一间办公室里见到纪万昌时，他正在
电脑上查询一品牌普洱茶的信息。

原来，刚刚从沈阳回来的他，在
沈阳桃仙机场候机时，意外发现这
一品牌的普洱茶“有问题”。

作为济南职业打假圈内最知名
的打假人，几乎每时每处，纪万昌都
会留意货柜上的商品信息。

“朋友们一般都不愿跟我一块
出门，怕我碰到什么事，又开始较
真。”纪万昌坦言，朋友们称自己“事
儿妈”，比如说，就这次在沈阳，他还
为8块钱的餐具费，跟餐馆老板吵了
一架。“拆一包餐具加一块钱在很多
人眼里司空见惯，但是餐馆没有提
前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另

外，餐馆没给消费者其他选择，这是
霸王条款。”

纪万昌之所以这样较真，是因
为 这 就 是 他 的 生 意 ：发 现“ 假
货”——— 批量购买假货，开具发
票——— 确认造假信息——— 与厂家协
商或对簿公堂——— 获取收益。这次
在桃仙机场，标价近400元一盒的“宫
廷普洱茶”作为纪万昌的新目标，就
被一次购买了19盒。

经过上网查询，纪万昌认为，该
茶品至少具有以下疑点：没有生产
日期；QS标志不规范且冒用他人的
QS认证；无厂家联系方式；无产品执
行标准。他搜索到的相关信息打印
到两张A4纸上，上面标注着前述几
大疑点，并与店家名片、购货发票钉

在了一起。“今天早晨我已经给店家
打了电话，把这些材料的电子版传
给了他们，请他们看看有没有异议，
没有异议就协商赔偿。”纪万昌说，
在他从业的14年里，约有六成的案
件是协商解决的。

按照《食品安全法》“假一赔十”

的规定，纪不仅可以追回7千多元的
购买费用，而且可以要求7万多的赔
偿金。

但纪万昌说，这10倍赔偿不好
拿，为了节省诉讼成本，经过诉讼调
解，他一般能够接受5倍以上的赔偿。

“即便是不接受调解，官司打到底，真
正拿到10倍赔偿的情况也很少。”纪
万昌说，“多年来我接触这么多案子，
能拿到10倍赔偿的不到5%。”

发现“假货”

一气买回19件

“跟现在差不多吧，每年也能存
下个十一二万，但是不自由，一天到
晚都得绑在公司。”

作为济南职业打假人圈子里的
一名新人，29岁的王俊(化名)在2012
年入行之前，曾是广州一家进出口
贸易公司的阿拉伯语翻译。谈及入
行的初衷，他说，这是一门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都很可观的生意。“我是
老济南人，家里也有亲戚在济钢工
作，工资在济南算是不错，一个月工
资五六千，那整天多累啊。做职业打
假赚的跟干翻译的时候差不多，但
生活要轻松多了。”

“人家就是大拇指，我就是小拇
指。”谈及纪万昌，王俊这样说。其实，
在投身职业打假之前，纪万昌卖过

服装、摆过地摊、洗过车、做过装修，
“就是个小商小贩”。是对职业打假
“钱景”的一致判断，让他们入行。“收
入是小商小贩比不了的。”纪说，为
保证收回成本，现在外地的案子货
值至少2万以上他才会接。

王俊入行之初是被一篇网文吸
引的，当初他很纳闷，职业打假人如
何能够一年赚20万。入行两年，他说，

“仅靠识别标签、标注、虚假广告等
问题，一年就能收入10万元以上。”而
这些，在职业打假业内，是最基本的
技巧。

“食品标签问题是最容易上手
的打假领域，因为判断起来简明、方
便。”王俊说，“我的第一个案例就是
食品成分应该写全称写成了简称。”

王俊也慢慢开始关注技术含量
更高一些的标签问题，比如添加了
食品安全法规定范围之外的成分，
冒用别人的生产许可证号或者违规
添加中药材。他坦言，刚开始研究

《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时，他很震惊———“那么多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现象，每天都在消
费者眼皮子底下发生，但是自己和
绝大部分人都看不到。”这为他们提
供了生存的空间，也让他们的生意
客观上具有了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的社会效益。但本质上，他们认同

“打假第一人”王海的观点，“打假就
是为了盈利。打假与正义无关，也与
敲诈无关，只是打假者与被打者之
间的一次次法律博弈。”

作为职业打假圈里的名人，纪
万昌也有自己的烦恼，“在一些大商
场，从安保到导购都认识我，我本人
过去根本买不出东西来。那就让我
的团队成员去买，甚至雇人照着样
子买。”现在，纪万昌专门成立了打
假工作室，进行团队化运营。而他个
人，则更多专注于与商家、相关部门
等协商，以及管理、协调分布在全国
各地的团队成员。

“进行团队运作，主要是应对商
家、厂家的反打假意识。”纪万昌的
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目前，其员工
散布在山东、内蒙古、东北三省以及
江苏、河北等地。团队成员各有所
长，比如有的之前在服装制造业工

作过，对衣料在行，商场里一件衣服
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材料，再看
标签成分标注，就知道有没有消费
欺诈。有的成员，对法律法规烂熟于
心，写诉状在行。

纪万昌说，工作室的业务量里有
四成来自消费者委托，四成来自团队
发现，另有一成来自同行间的合作线
索，一成来自品牌企业的委托。

纪万昌告诉记者，除了创立自
己的团队，一个成功的职业打假人
也特别重视圈内合作。更重要的是，
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法律界人士
认为，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
为，一旦越过法律的底线，就会涉嫌
敲诈等违法犯罪行径。

职业打假怎样避开敲诈勒索的
高压线？纪万昌坦言，以《民法》、《合
同法》等种种法律为支持，要到高于

《消法》、《食品法》中规定数额的赔偿
并不是难事。关键是不能在谈判中
出现威胁、恐吓，还要掌握好谈判语
言的技巧，“技巧这个词就不容易说
清楚了，同样的案子不同的人来协
商，结果不一样，这里面就是谈判技
巧。”纪万昌说。

曾经卷入敲诈勒索舆论漩涡的
王海“东山再起”后聘请了强大的律
师团队，他说：“打假过程中，每次发
布声明、暗访取证、起诉、举报，团队
里的律师成员，都会细细考究每一
个细节的合法性。”

入行刚两年

年收入就有10万

组织专门团队

还有专职律师

对技巧的要求

越来越高

纪万昌向记者介绍他手中的一件疑似假冒伪劣产品。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付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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