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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面包引发行政诉讼

二审判处食药监部门撤销原奖励行为

重新作出奖励

打假奖励金 从2毛涨到2000元
0.2 元、
2000 元，
这两个相去甚远的
数字被一袋价值 2.02 元的面包联系在
了一起。1 月 2 日，济南中级人民法院通
过其官方微信通报了一起行政诉讼的审
理情况，
这起
“打假人”
的赏金之争引发热
议。2017 年 3 月，消费者贾龙（化名）在
济南某超市购买了一袋价值 2.02 元的
面包，
发现已经过期，
遂进行举报，
但举报
奖励金仅为 0.2 元。
贾龙与负责处理此事的济南历城区
食药监部门对簿公堂。济南中院二审审
理该案时，
认为食药监做出的奖励适用法
律规范不当，判令重新奖励。1 月 3 日，
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对话事件当事人贾
龙。据他介绍，该案 2018 年 9 月二审结
束，法院判决后不久，自己收到了 2000
元左右的新奖励金。

独家对话

北青报：刚开始知道奖励只有 2 毛钱的时候，您什么
反应？
贾龙：
当时第一反应是自己被刁难了，
因为我为了这个
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次呢，
花的钱也不止两毛。奖励两毛，
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我维权的积极性。新的奖励金已经拿到
了，
2000 左右，
按照 4%比例给的。
北青报：
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贾龙：
可以理解，
但谈不上满意。因为按理来说我赢了
官司，食药局就可以选择在 4%至 6%的区间内对我进行奖
励，
那为什么不选择 6%？
北青报：食药监局曾提出您是职业打假人，对此您怎
么看？
贾龙：
国家法律上没有职业打假人这个标签，
当然我也
承认，
我是一个维权比较多的消费者。作为公民，
我有监督
食品药品安全的权利。
北青报：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的维权？
贾龙：2012、2013 年吧，当时媒体上报道比较多，社会
上也开始重视食品安全。慢慢地我开始尝试自己维权，希
望能够给相关企业做出处罚，
让食品生产商、销售商改掉自
己的违法行为。
北青报：
我注意到，
您参与的大部分案件都没有请代理
律师，
是专门学习过相关法律吗？
贾龙：我不是专门学法律的，但一直很喜欢。开始维
权后，一直在翻阅相关法律书籍，也会看案例，听其他案
子的庭审。
北青报：
那您目前本职工作是什么呢？
贾龙：我是自由职业。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炒股、
理财。
文/本报记者 孔令晗 实习生 郑雪

拿到 2 毛钱
第一反应是自己被刁难了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济南中
院公开的相关资料中曾提到，历城
食药监局认为贾龙（化名）是一名“职业
打假人”。由于食药监部门并未就上述行为
予以认定或处置，诉讼过程中也没有提出相
应答辩意见或证据，济南中院最终未采纳
其 提 交 的《关 于 对 贾 龙 相 关 情 况 的 说
明》。但不可否认的是，贾龙确实常常
陷入“打假”风波。

观点交锋

贾龙

“光路费也不止 2 毛钱”
2017 年 3 月 13 日，贾龙在济南某超
市花 2.02 元买了一袋面包，发现过期后，
就打电话向所属区食药监局投诉。很快，
历城区食药监局处理了涉事超市，没收
2.02 元违法所得并罚款 5 万元。此后，贾
龙获得 2 毛钱奖励。
此外，
贾龙的另一起举报经槐荫区食
药监局证实属实，但仅拿到 3 毛钱奖励。
“我前前后后跑几趟，光路费也不止 2 毛
钱啊。”贾龙将两家食药监局诉至法院。
最近被公开的正是历城区这起。不久，
与
槐荫区的案子也将开庭审理。
贾龙认为，历城食药监局根据《济南
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发放
的 0.2 元奖励金适用法律错误，
在他看来，
在已经有最新的全国适用奖励办法的情
况下，即食药监稽［2017］67 号《食品药品
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简称 67 号《奖
励办法》
），
食药监部门不该延用济南地方
性规范文件，遂起诉至法院，要求按 67 号
《奖励办法》，
按涉案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
金额的 4％—6％重新给予自己奖励。

法院判决

二审判决重新进行奖励
贾龙和历城区食药监局的官司打了很
久。其中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为参考
《济南市奖励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
“……（一）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按
案件货值金额的 10%给予奖励；
……”
，
考

虑到涉案商品货值金额仅 2.02 元，
历城食
药监局对贾龙奖励0.2元并无不当，
因此驳
回贾龙诉讼请求。此后，贾龙提起上诉。
2018年9月，
济南中院二审判决该案。
济南中院认为，
依据不同的规范文件，

食药监

举报人系
“职业打假”
面对起诉，历城食药监局解释称，以
《济南市奖励办法》作为奖励依据，一是
因为该文件系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二
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
规定，规范性文件之间并没有效力层次
之分；三是根据山东省乃至全国相关规
定，均授权地方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
定细则，考虑到目前济南市尚未出台新
的奖励办法，贾龙的举报适用《济南市奖
励办法》并无不妥。

应适用67号《奖励办法》的相关规定。
”
因此，判处历城食药监局撤销原奖励
行为，依法重新作出奖励。该判决系终审
判决。2019 年 1 月 4 日，北青报记者从济
南中院了解到，
判决已经生效。

权威解读

鼓励举报 抑制职业打假
如何在鼓励投诉举报和抑制“职业打
假人”之间取得平衡。这也是近年来困扰
许多商家、消费者的问题。不少商家均反
映，
被
“职业打假人”
敲诈勒索。另一方面，
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负面新闻，
又促使大家
希望食品药品领域多一些较真的消费者，
以
监督企业、
销售商的经营行为。
对此，济南中院表示：
“依法打假具有
正当性，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应予支持；

营商企业不生产、不流通伪劣产品，
‘职业
打假人’
自然失去存在的基础。
”
对于
“奖励可能鼓励职业打假人”
的担
忧，济南中院表示，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对食品药品的举报符合规定时，应遵循
诚信原则给予承诺的行政奖励；对投诉举
报行为予以行政奖励应结合社会形势，并
与相关政策相一致，在鼓励投诉举报和抑
制
“职业打假人”
之间进行兼顾和平衡。

否认对
“她拍”
升级 腾讯云书面道歉
昨天，腾讯云和天天 P 图对女性短视
频社区
“她拍”的控诉进行回应，称没有针
对“她拍”进行技术打击，但对没有提前
24 小时通知
“她拍”
进行道歉和整改。

奖励办法 应对消费者有利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
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历城区食药监局
对上诉人贾龙作出的奖励行为适用法律
规范是否正确。
关于如何选择适用部门规范性文件
问题，济南中院认为，在优先适用上级部
门规范性文件的同时，还应遵循对行政
相对人有利的原则选择适用部门规范性
文件。

济南中院认为，行政奖励应符合诚信
原则。67 号《奖励办法》关于奖励数额不
低于 2000 元的规定，应属对举报人的承
诺，
若不予兑现，
有违诚信原则。
此外，适用 67 号《奖励办法》的相关
规定对上诉人贾龙予以奖励，更加契合当
前的食品药品监管政策和制定食品药品
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立法目的。
文/本报记者 孔令晗 统筹编辑/蒋朔

视频广告被过滤
腾讯获赔 189 万
通过浏览器将视频网站的广告进行过滤，这种行为正当吗？这个问题现
在有答案了。
日前，腾讯公司与世界星辉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尘埃落定。北京知
产法院终审认定“世界之窗浏览器”过滤广告功能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定，
判决世界星辉公司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89 万余元。

“她拍”
起诉腾讯云违约 索赔一亿
“她拍”是女性情感段视频社区。天
天 P 图和腾讯云曾同属腾讯社交网络事业
群，
但在去年 9 月末组织架构调整后，
两个
团队被拆分至两个不同的事业群。
“她拍”创始人王宏达自述称，2018
年 7 月因看重腾讯平台，做了小程序“她
face+”，并把服务器迁到腾讯云上。还
花费每个月 500 万元购买使用了腾讯云
一项名为“人脸融合”的技术，成为腾讯
云大客户。该小程序 8 月正式上线。不
过仅在两个月后，9 月 5 日，发现合成后的
图片效果严重下降，内部排查后怀疑是
腾讯云的问题。腾讯云也承认是自己的
技术问题。
“她拍”方表示，在自己图片质量下降
的同时，天天 P 图上线了一款同类小程序
“疯狂变脸”。新上线的小程序经过几次
迭 代 后 从 UI 界 面 到 操 作 流 程 都 和“ 她
face+”
十分相似，
并且他们合成之后的画
质是高清晰度的。
“ 技术升级没有提前告
知我们，加上同一时间天天 P 图狂推‘疯
狂变脸’。这让我并不能接受‘融合引擎
升级误伤她 face+’
的说法，
甚至怀疑这是
天天 P 图针对我们的恶意技术变动，一次
为打击对手的恶性竞争。
”
9 月 27 日，
“ 她拍”的素材被停止更
新。王宏达表示，自己的小程序需要一直
用新的玩法、新图片素材来留住用户，停
止更新就相当于产品判了死刑。数据异
常变化引起了新投资方的一些质疑，自己
只能如实告知，这成了项目最大的风险。
就在前不久，
“她拍”表示已正式在深圳及
北京两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腾讯云违约，
索赔一个亿。

贾龙所获得的奖励金额从0.2元到2000元
不等，差异较大。
“在适用上下级部门规范
性文件导致行政行为结果出现较大差异
时，
应遵循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
被上
诉人于 2017 年 9 月对上诉人实施奖励时，

一审
法院认定未造成根本损害 驳回腾讯诉求
腾讯公司一审诉称，其系“腾讯视频”
网站的合法经营者。
“世界之窗浏览器”软
件系世界星辉公司开发经营，该浏览器设
置有广告过滤功能，用户使用该功能后可
以有效过滤“腾讯视频”网站在播放影片
时的片头广告和暂停广告。被诉行为使
得腾讯公司不能从腾讯视频网站影片的
片头及暂停视频时的广告中获取直接收
益，使腾讯公司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违
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诚实

信用原则及公认的商业道德。腾讯公司
请求法院判令世界星辉公司赔偿腾讯公
司经济损失 480 万元、律师费 19.6 万元以
及公证费 4000 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广告过滤功能
也属于行业惯例，不存在对市场的干扰、
构不成对腾讯公司利益的根本损害。据
此，一审法院认定被诉行为未违反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驳回了腾讯公司
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
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 世界星辉公司判赔
改版后的
“疯狂变脸”
界面与
“她 face+”
十分相似

腾讯云
双方就合同存在不同理解
腾讯云和天天 P 图今天回应表示，对
此，腾讯公司高度重视。经过内部了解，
合作过程中，双方就合同内容等存在一些
不同理解，
因此产生了诸多误会。
针对“她拍”所说的图片质量下降的
问题，腾讯云表示，
“ 人脸融合服务”接口
是针对所有伙伴进行升级的，没有针对
“她拍”进行技术打击；但没有提前 24 小
时通知“她拍”，对此，我们道歉并进行了
通知机制的整改。
“疯狂变脸”小程序系 2016 年推出的
天天 P 图 App 的延伸，不存在抄袭问题。

腾讯云一贯重视客户数据的隐私与
安全，不存在“在腾讯云上的所有调用数
据、代码、更新记录、用户访问行为都可以
被看到”
的可能。
腾讯云和天天 P 图团队共同宣布：天
天 P 图技术授权腾讯云提供“人脸融合服
务”，继续为所有客户提供服务，其中包
括对“她拍”现有服务和新增服务需求的
继续支持，也包括为新增客户提供服务。
腾讯云的声明，并没有得到“她拍”
的响应和回复。北青报记者从“她拍”创
始人王宏达处得知，深圳法院因为管辖
权问题，驳回了在深圳的立案申请，但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此
案，将择日开庭。 文/本报记者 温婧

腾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知产
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程序中，在法院要求
下，腾讯公司提交了有关过滤广告功能对
网络视频行业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报告。
北京知产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诉行
为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
应以该行为是否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为判
断标准。同时，
因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
健康的社会经济秩序，
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
提升。因此，
在具体案件中可以通过分析被
诉行为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从而对其是否
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进行验证。
本案中，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禁止被诉行为，被诉行为显然属于一
种主动采取措施直接干涉、插手他人经营
的行为，
与公认的商业道德不符。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考虑的社会公

共利益（或社会总福利）既包括消费者利
益，亦包括经营者利益。而其中的经营
者，则不仅包括本案双方当事人，亦包括
其他同业或相关经营者。经分析可知，广
告过滤功能有损于社会总福利，而该结论
亦可由经济学分析报告得到佐证。
被诉行为显然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二条的规定。鉴于此，北京知产法
院对该案进行了改判，判决世界星辉公
司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89 万余元。
文/本报记者 朱健勇 通讯员 段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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