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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多书存疑问
鉴定均为假

爱读书的徐先生怎么也想
不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专营店
购买的图书竟然是盗版。而他与
店铺客服沟通时，还被教育“你
就是来搞事情的，就你最麻烦”。

今年4月，徐先生在一款拼
单软件看到某图书专营店在售
卖“正版全新《人世间》（上中
下）全3册”的图书。下单前，徐
先生与客服确认，得到答复书籍
是正版。然而，当他满心期待、收
到图书时，才发现这套图书的油
墨字迹模糊，纸张、装订印刷质
量较差，他怀疑自己购买到了盗
版书籍。

“三十几块还包邮，你还要
怎样的？”当徐先生与商家沟通
书籍质量时，商家甩过来一句这
样的回复。在徐先生提出希望商
家能更换一套正版书籍时，商家
却表示只能退货。

僵持之下，徐先生表示要向
平台投诉此事，结果他又招来商
家的一顿辱骂，并教育其“就你
最麻烦”。

徐先生说，这套图书就是质
量低劣的盗版书，在电商平台售
卖出来，他难以理解，“我的诉求
就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5 5条的规定，给予 5 0 0元赔
偿，并要求商家以及拼单平台对
欺骗顾客的行为道歉”。

徐先生这次网购图书的经
历，在网络上并非个例。

记者发现，如今售卖图书的
“阵地”已不仅仅是大家耳熟能
详的几个电商平台，短视频平
台、生活服务类、二手闲置类软
件等，同样有人卖书。而消费者
投诉疑似买到盗版图书的平台，
多指向某拼单软件、某当网以及
某宝网。一些短视频平台的读
书、售书账号背后，也有消费者
留言表示，购买的图书质量差、
有问题，疑似盗版。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
现，即使是购买到疑似盗版书，
消费者要去主张维权并得到赔
付，却面临很多尴尬。其中主要
问题之一，就是取证难、鉴定难。
不过，也有“较真”的消费者，将
买到的图书送到出版社鉴定，但
维权同样艰辛。

顾客冯智文于今年初在某
商城的图书专营店购买了一套
80元的科幻漫画图书。当时店铺
在宝贝详情页声称，该商品为正
版图书，客服也“咬定”是官方正
版。然而收到书后，冯智文却发
现图书存在掉页、脱胶等质量问
题。

一开始，冯智文并不认为他
买到的是盗版图书，毕竟某猫平
台相对更正规一些。然而，他在
咨询出品单位和出版社后，最终
将图书邮寄到出版社鉴定，鉴定
结果为盗版。经过一番交涉，书
店只答应退还80元购书费，且需
要冯智文将盗版书寄回。

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他表
示十分遗憾和不平，“我希望平
台能够对我‘退一赔三’，要根据
相关法律赔偿我500元损失费，
并就欺诈行为道歉”。

成本
低至几元钱
95%相似度

这些疑似盗版或者问题图
书从何而来，它们的成本和利润
如何？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供货
商警惕性较高，以“全新正版”
为名头伪装，细细追问才表示
有“高清影印”或可盗印图书。
而盗版图书的成本，低至几元
钱。

“出一批一万多本的图书，
有需要的来聊。”“需要图书批
发的赶紧看过来，量大价低。”

“各种图书都可做”……在一个
名为“图书批发吧”的贴吧，类
似信息不少。其中，有些发帖者
是书籍批发供货商，有些则是
印刷厂。

经过一番辗转，记者联系
到一家外地印刷厂。工作人员
表示，公司只是印刷书籍，没有
现货。“你是自己做印刷文件，
还是把样书发过来，我给您做
文件也行。”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机器要开印，首先需制作书
籍的印刷文件，也就是制作他
人的书籍版样，出完版才能上
机器印刷，而后再折页装订成
书。“如果是我给你扫描印刷文
件，单收费。”

“盗版书嘛？我们接过啊。
看您量有多少了，多少册都可
以，最少几百本起，几十本没有
意义。”这名工作人员称，盗印
书籍就是走批量，走得册数越
多就越便宜。“我们基本不看里
面的内容。对纸稿的话也就看
看里面的字，改不改字。”

以一本内文约305页、32开纸
的图书为例，经过一番核算，该名
工作人员给出单本6 . 9元的价
格。“这是1000本的价格，还可以
用更便宜的材质印刷。”与此同
时，他还提醒，“卖翻版的今年不
好干，得注意，也有查的”。

“我们都是正版新书，2000
本以上包运费。”另一家图书供
货商如此开口，并发来一个数
万册图书的书单，“你看需要哪

本，给你报价”。
在一番交流之后，该供货

商才表示，也可售卖“高清影印
版”或者加印盗版书。“能做到跟
正版95%的相似度，主要就是封
面的难度更高一点。”电话那头，
一名男子介绍道。

他表示，有样书的情况下就
可加印，具体价格也看数量和所
用纸张大小与材质。上述 3 0 5
页、32开纸的图书，在他这里最
终每本价格为6 . 3元，“1000本
的价，可以做”。

印娃图书馆负责人李兵告
诉记者，网络售卖的盗版书大多
都是畅销书籍，且利润可观，“一
般一本书正常情况下，纸张成本
应该是定价的10%-20%之间，
盗版图书即使卖到定价的四折、
五折，利润也相当可观”。

“盗版图书主要分两种。一
类是拿到正版图书后，扫描、制
版、印刷；另一类是按照正版书
重新排版、制版、印刷，材料、工
艺完全仿照正版书，需通过某些
细节去甄别真伪。”一名出版业
人士透露，盗版书的成本仅仅是
印装成本，往往是书价的10%甚
至更低。

资质
只需身份证
万元全包办

网售盗版或问题图书从供
货商、印刷厂流出，最终到达消
费者手中，往往需要经过电商平
台店铺的“中转”。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电商平台的第三方入驻

商家，往往成了消费者“踩坑”的
重灾区。

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
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条
例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
证》；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
经营者，应当对申请通过网络交
易平台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主
体身份进行审查，验证其《出版
物经营许可证》。

调查发现，除了通过正常手
续和渠道入驻平台之外，要获得
网络平台书店的开店资质，也可
以花钱“一条龙”代办。这在无形
中，放大了问题图书、盗版图书
产生的风险。

“网查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包
过 ，拼 × × ，× 宝 ，× 音 价 格
低……”“×宝、×猫、×东店铺
转让，代运营，入驻，各类目店铺
均有，价格美丽”。在贴吧和一些
商业服务网站，类似的办证和店
铺转让信息，暴露了其中的生
意。

记者联系上一家可以代办
运营网络图书书店资质的公司。
客服在询问基本情况后表示，入
驻电商平台的专营书店，需要出
版社的品牌授权和《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还需要一个公司经营
场所，办理许可证时会有人来
查，但具体地方可能有所不同。”

以入驻某拼单平台的图书
专营店为例，“全套办完，价格是
三万元。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就
行。”这名客服表示，签合同给了
身份证后，剩下的资质和证件问
题，他们就可全部办完。“某短视
频平台价格是4万元，办理周期
是10到15个工作日。”

除了花钱“一条龙”代办入
驻资质外，该公司还提供转让成
品店铺的业务。而由于购买成品
店铺需要配合变更姓名、地址等
资料，价格也会更贵。

当记者提出需要看到新近
办理的书店具体案例时，该名客
服回应，每单都会签署保密协
议，不能透露已入驻书店名称。
对于办理新店后图书的来源问
题，他表示，“书籍渠道，您需要
自己对接，我们没有办法对接”。

前述出版社业内人士表示，
针对售卖盗版图书、问题图书，
出版社起诉索赔的对象，第一被
告往往是店铺，第二被告才是平
台。他认为，不论是从阅读体验、
司法角度，还是版权保护、创作
者积极性保护等，都不提倡广大
读者被低廉价格吸引而购买盗
版图书。

他建议消费者擦亮眼睛，选
择正规可靠的平台渠道购书。一
旦买到盗版问题图书，要保存好
购买证明，向版权方、出版社申
请鉴定，勇于维权。

据北京日报

近日，电商平台盗版图书泛滥的问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多位网友反馈在不同电商平台，买到疑似盗版图书。而盗版图书的印刷成本

往往低至几元钱一本，售卖图书的网店在电商平台的入驻资质，也有一条龙代办的灰色产业链。

电
商
平
台
盗
版
书
泛
滥
读
者
质
疑
还
被
骂

起
底
灰
色
产
业
链

盗
印
一
本
书
成
本
低
至
几
元
钱
一
条
龙
代
办
网
店
入
驻
资
质

葛
评
论

电商平台不是盗版图书的法外之地
近日，电商平台盗版图书

泛滥的问题再次引发舆论关
注。盗版图书一直是出版行业
的顽疾之一。近年来，随着短
视频和直播带货的蓬勃发展，
在传统图书出版机构、图书代
理商等借助电商平台流量红
利，迎来图书销售“又一春”的
同时，被视作行业“毒瘤”的盗
版图书亦有所抬头，不仅损害
著作权人、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还极大冲击着正版图书的
销售空间，破坏行业正常发展
和市场经营秩序。

为何盗版图书久治不绝？
一是缘于利润空间巨大而违
法违规成本却极低。一本出版

物原件、几台印刷机器、一份
网上代办的《出版物经营许可
证》、几部手机就可以“养活”
一条盗版图书灰色产业链，看
似便宜的价格背后是非常诱
人的高毛利。二是因为平台监
管不到位，有关部门整治力度
不够。三是包括出版商、著作
权人以及消费者在内的相关
利益主体常常受困于维权周
期长、举证难、赔偿低等问题，
导致维权成本高、维权效率低
现象，让盗版图书有机可乘。
四是部分消费者的法治意识
仍较为淡薄，尤其是对保护知
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深
刻，容易发生因追求低价而向

侵权盗版行为妥协的情况。
电商平台不是盗版图书

的法外之地，打击盗版、保护
知识产权需要多方参与、合力
共治。监管部门应与时俱进，
针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积极
听取行业内部建议和要求，加
快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
规，加大对盗版行为的监管和
惩处力度。

据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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