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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万静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今年“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

告。从今年10月20日开始，到11月

13日截止，中消协利用互联网舆

情监测系统，对此期间相关消费

维权情况进行了网络大数据舆情

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于今年

“双11”电商平台简化促销规则的

总体评价趋于正向，同时消费体

验短板依然存在，问题主要集中

在促销价格争议、商品质量短板、

直播销售乱象、团购安全隐忧、快

递服务问题五个方面。

  监测期内，中消协共收集

有关“快递服务问题”负面信息

136 .38万条，占吐槽类信息总量

的24.87%。吐槽焦点主要指向今

年“ 双 1 1 ”快 递 到 货“ 一 快 一

慢”：一边是“付了尾款一觉醒

来快递已到家”，另一边则有消

费者吐槽“网购手机被告知要

等30天”。

  有关“促销价格争议”的负面

信息达76.83万条，占吐槽类信息

总量的14.01%，吐槽内容主要指

向先提价后打折、预售价格高等

问题。

  上海市民李女士向媒体爆

料，“双11”预售期间，她原计划在

电商平台上的波司登旗舰店购买

一件可脱卸帽莫兰迪宽松羽绒

服。她称，这件羽绒服在9月份时

平台的价格是券后979.28元，没想

到在“双11”预售期间，该款羽绒

服的价格提升至1349元，领券购

买后实际价格为979元，只比平时

便宜0.28元。

  商品质量短板、团购安全隐

忧问题也是消费者投诉重点。

  监测期内，中消协共收集有

关“商品质量”负面信息75.14万

条，占吐槽类信息总量的13.7%；

有关“团购”负面信息26.36万条，

占吐槽类信息总量的4.81%，其中

团购订单不发货、不退款等问题

值得关注。

  中消协指出，今年“双11”期

间消费热度舆情槽点虽然相对分

散，但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

商家诚信意识淡薄；同时，平台在

消费体验中的“满意度”与“获得

感”两个指标上或精耕细作不足、或干预管控不够，进而导

致“负评”和失分。

  中消协认为，从改善消费满意度层面考量，电商物流服

务在权衡“时度效”与守法合规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快递企

业既没有从消费者满意角度出发把握好“时度效”，也没有

在降低运营成本与服务守法合规方面认真权衡。消费者对

快递服务多个维度的吐槽，说明平台与快递企业在打造有

品质的物流服务、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方面，还有更多需要精

耕细作的空间。

  在互联网环境下，价格销售体系日益透明，经营者在渠

道与价格管理方面的统筹策划和诚信意识还有待完善。从

今年“双11”表现来看，在以“优惠”吸引消费意愿释放的促

销场景中，各方对价格的反应分外敏感。舆情争议提醒商家

在尝试直播销售等新渠道、新手法时，还应从维护自身品牌

形象与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谋划决策更审慎、落实举措更

周延。

  在“双11”转型升级、商品与交易逻辑再梳理的渐进过

程中，平台与商家的规则边界意识还有待强化。从今年“双

11”的全网交易场景来看，平台为提升消费体验不遗余力地

升级“保险”权益的高调表态，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消费者对

预售促销活动的信心，但直播翻车、社交小程序团购“收钱

不发货”等经营不诚信、管理不到位问题，以及相关主体品

质保障、诚实营商的底线边界意识缺失，让消费者无法买得

踏实、安心。

  今年6月中消协开展的认知调查及线索征集活动中，共

收到消费者提供的“不公平格式条款”线索367条，主要集中

于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等行业。网络购物是消费者遭遇不公

平格式条款问题的一个“重灾区”，主要发生在涉及网购促

销、优惠券使用、退货退款、发货期限等环节，比如含优惠或

折扣商品不能退货、卖家不发货或强制取消订单、退款不退

优惠券等格式条款。问题表现为消费者与经营者沟通中产

生的纠纷，经营者推卸或减轻自身责任，规避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履行的义务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消协的监测结果还发现，今年“双11”

有关“吐槽类”消费维权信息占“消费维权”信息总量的比例

与“6•18”期间相比明显下降。

  监测数据显示，在10月20日至11月13日共计25天监测期

内，共收集相关“消费维权”类信息4893.06万条，日均信息量

约195.7万条。监测期内，通过舆情监测系统共监测到“吐槽

类”消费维权信息548.37万条，占“消费维权”信息总量的

11.21%，与“6•18”期间吐槽类消费维权信息占总量的15.9%

相比，下降了4.69%。

  中消协指出，今年“双11”，舆情表达牵涉主体众多、槽

点覆盖分散、意见指向统一的特点，提醒电商与平台须从致

力生态改善、优化行业格局的层面考量，主动检索问题、及

时回应关切。

  中消协建议相关各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商家和平台企业加强“自律”，切实把为消费者服务

作为其商业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诚信意识和规

则意识，主动补齐在落实主体责任和对平台经营者约束

管控方面的短板，不断提升网购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

  不断丰富创新平台治理的“他律”手段，通过更加现代

化的强监管严执法，更加全面细致的制度完善，不断推动促

销规则的事前干预与事中审查，提升消费者救济方式的便

捷性、低成本和补偿力度。

  消费者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明晰

权益边界，避免盲目冲动，做到科学消费、理性维权，更加成

熟自信负责地参与网络促销，同时树立和践行绿色消费理

念，以更具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行为拥抱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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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前不久，拱北海关所属中山港海关在中山港口岸

的进境原木中截获拉丁蠊属蜚蠊种，引发社会关注。

  蜚蠊，俗称蟑螂，目前已知的种类有4000余种，是

海关口岸监测的重要病媒生物之一，具有极强的适应

力、繁殖力。作为外来物种，蜚蠊很容易在入侵地定

殖，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威胁，还可能携带未知病原

体传播疾病，危害人类健康。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我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有71

种已经对入侵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实质性危害，被

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还有219种已经入

侵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这些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和物种构成威胁。数据显示，入侵物种对我国每年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逾2000亿元。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外来物种入侵的途

径主要有三种：自然入侵、有意引种和无意引种。自然

入侵指通过自身繁殖扩散和风力、水流、动物等途径

进行的自然扩散；有意引种指人们出于农林牧渔业生

产、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保护、观赏等目的有意引进某

些物种，失去控制导致逃散；无意引种指某个物种利

用人类或人类传送系统为媒介，扩散到其自然分布范

围以外的地方。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外来入侵物种中，

许多入侵物种是人为引种导致传入的，理论上可以进

行防治，但因为防控意识欠缺、执法力量薄弱、司法认

定困难等多方面原因，使得防治效果甚微。

  我国为何有如此多的外来入侵物种？如何才能有

效防治外来入侵物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展开

调查。

由于缺乏防控意识

引进物种成入侵者

  来自广东省佛山市的王言（化名）是一位B站UP

主，平时会分享许多和外来入侵物种有关的视频，比

如红火蚁、水葫芦、福寿螺、巴西龟等。在他的印象中，

从2000年前后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就能看到各种各样

的外来入侵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就在身边。”王言说，比如庄稼地

有很多红火蚁，人们经常会被咬到；村里的小溪旁甚

至城市的池塘里，到处都有福寿螺的身影，有些区域

密布福寿螺产的亮粉色卵块，远远看上去十分显眼。

  同样发现身边有各种外来入侵物种的，还有来自

福建省厦门市的凌越。由于厦门气候原因，一到下雨

天，凌越所在小区楼下的空地上和草丛里就会出现一

大堆非洲大蜗牛，小区里的孩子们也不懂，看到就抓

起来玩。

  “非洲大蜗牛身上全是细菌和寄生虫，之前还有

人因食用大蜗牛导致死亡的。小区物业公司清理过好

几次，就是杀不完。可如果任由它们繁殖生长，那么给

居民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凌越说。

  凌越的担忧不无道理。据了解，非洲大蜗牛此

前作为经济物种引进国内，散逸野外后，由于繁殖

能力极强，数量越来越多，在一些地方已处于失控

状态。

  同样因人为引种后失控的，还有水葫芦、巴西

龟等。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畜禽饲料引入我国，

同时作为观赏和净化水质的植物被推广种植，后逃

逸为野生状态，无法控制；后者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

我国，30多年后，本土龟的生存空间被大幅挤压。

  福寿螺失控后造成的影响更甚。其一次产卵可达

200颗至1000颗，一年产卵次数高达20次至40次，一只

雌螺经过一年两代繁殖可达30余万只。和普通田螺不

同，福寿螺食性甚杂且食量大，田里的水稻还没长好，

就被其啃食完了，还会上岸啃食其他植物，甚至吃昆

虫、小鱼，给水产行业带来严重破坏。且福寿螺身上充

满病菌，是大量寄生虫的宿主。2006年5月，北京160多

人因食用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造成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原本好意引进的外来物种，为何会失控演变为外

来入侵物种？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告诉

记者，长期以来，从官方到民间，从学界到公众，都缺

乏生物入侵防控的意识。比如基于农业生产、观赏、作

为伴侣动物、解决本土生态问题等原因，一些地方或

部门会有意从国外引入物种，但因为早先人们对生物

安全的认识不够，缺乏对其危害程度的评估，导致一

些外来物种成为外来入侵物种，并且数量多、分布广、

发展快、危害大。

  有数据显示，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最具危

害性的100种外来物种中，我国就有50多种，其中最严

重的有11种，这11种给我国造成每年大概600亿元的

经济损失。

入侵物种未被禁售

随意买卖增加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危害性的外来入侵物种

被不少人当成了“异宠”。

  记者在网上商城看到，有大量店铺正在进行“异

宠”买卖，包括鳄雀鳝、巴西龟、罗非鱼、大口黑鲈、长

戟大兜虫、澳洲彩虹锹等。在各类社交平台，如何购

买、饲养“异宠”的讨论持续火热。

  线下，一些外来入侵物种同样在商店中“游走”。

今年8月，江苏省南通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商

超查获数条被作为观赏鱼售卖的鳄雀鳝。

  《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披露，中国养宠人

群分类中，养爬行类动物的占比达5.8%，超过养啮齿

类动物的4.5%以及养鸟类宠物的3.6%。

  受访专家介绍，“异宠”未经过人类驯化，在属性

上仍属于野生动物，当一些饲主将“异宠”随意遗弃

后，其攻击性、毒性以及携带的多种病原微生物可能

给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异宠”被伪装打包后通过

跨境电商等渠道非法寄递入境。记者调查发现，大多

数店铺都提供包邮服务，不允许七天无理由退款，死

亡或出现问题补发。有客服告诉记者，他们和快递公

司长期合作，不会出现发不出货的情况，也不会被监

管部门查扣。

  杨朝霞认为，鳄雀鳝、巴西龟、蜥蜴等“异宠”的网

上交易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对

交易环节尤其是网上交易的规制不足。

  “根据生物安全法、《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我国对外来物种的禁止性规定主要是未

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对

交易环节的执法监督特别是对网上交易执法不力，

认识、目录、设备、技术、协同等跟不上。此外，网上交

易隐蔽快捷，客观上说，执法具有一定难度。”杨朝霞

分析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中国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高利红介绍，我国

目前针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制上游

的进口、引进、携带以及下游的丢弃、释放为主。中游

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范围，主要是考虑到买

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判断能力不足，如果将其纳入法

律禁止的范围，对主观故意较难判断。但一旦发生私

自释放行为，则进入“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

侵物种”的打击范围，可能产生刑事责任。

广泛分布难以根除

依法治理仍存障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受访者都表达了“外来

入侵物种主要侵害的是农村、森林等偏远地区，城市

中因为较少见到外来入侵物种所以受侵害少”等看

法。事实是否如此？

  杨朝霞告诉记者，有研究发现，在我国已入侵的

100多种外来害虫中，入侵城市生态系统的害虫有50

余种，其中7种是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14

种中最具威胁的入侵昆虫。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外来入侵物种都会对生态

安全和人民群众生活构成严重威胁。”杨朝霞说。

  既然存在严重威胁，那么治理就刻不容缓。然而，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不少人吐槽称，遇到外来

入侵物种向相关部门反映，却不能及时得到回应；还

有人反映，目前依法治理外来入侵物种存在一定的

障碍。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所长朱炳成

说，在实践中，如果发现疑似外来物种，或者外来物种

被违法释放、丢弃，可以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向所在地

农业农村部门、林业草原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环

境部门等反映。如果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没有依

法履职，就可能构成行政不作为，在此情况下可以依

法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曹明德说，生物安全法规定，国家

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对，保护生物多样

性。这是目前有关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的最高位阶法

律，也是首次明确将外来物种入侵纳入法律规制范

围。但除法律上的原则性规定外，具有可操作性的具

体规则散见于《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行政法规，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

种名录》等部门规章，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从整个立

法体系来说，我国在生态法领域缺乏防范生物入侵的

立法理念，也缺乏全面防范野生生物入侵的科学

思维。

  “此外，执法力量薄弱，加上涉及外来物种入侵的

违法行为普遍具有隐蔽性强、查处难度高等特点，对

于基层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不少基层动植

物疫病防治部门缺少青年骨干，技术人员捉襟见肘。”

曹明德说，执法技术手段也有待完善，当前部分林业

有害生物监测工作主要依赖人工实地巡查，不具备配

备现代科技网络技术的条件，在山区陡坡、林地茂密

区域难以有效勘察。

  “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绝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地方

的事，需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推动部委协作、省际联

动，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全面排查，加大防治经费保

障，确保防治工作常态长效。”曹明德说。

  在高利红看来，司法规制外来入侵物种同样存在

多重障碍。

  “在外来入侵物种的认定上存在滞后性与不全面

性，不同规范、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对于外来入侵物种

的范围界定不一，导致司法认定困难。‘非法引进、释

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按照目前的解释，其范围与

生物安全法、长江保护法等系列法律法规中‘外来入

侵物种’的定义有别，刑法的规制对象只包括我国已

发布的几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中的动植物，而不包括

微生物。”高利红说。

  她提出，外来入侵物种的复杂性使得有关证据难

以固定，除了海关等部门在执法时当场查获外，多数

外来入侵物种无法溯源。由于“非法引进、释放、丢弃

外来入侵物种罪”属于新设罪名，司法实践缺乏内在

统一的司法指导。整体而言，司法上本罪的入罪、出罪

标准以及程序性的证据问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都处于初步探索中。

部门联动防治入侵

群众参与综合防控

  2020年7月4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

在洱海流域全面开展福寿螺防控工作的通告：凡在流

域范围内的全体干部职工和群众，只要主动将采摘的

福寿螺卵交属地镇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将按每公斤螺

卵40元的价格给予补助奖励。

  贵州省遵义市也曾鼓励市民在天然水域捕获巴

西龟、鳄龟、“清道夫”等外来入侵物种，上交执法部

门，可获得5元至100元的奖励。同时，鼓励市民举报非

法交易、放生此类外来物种的行为。

  在杨朝霞看来，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办法，值得

推广。

  “生态文明建设是需要人人参与的事业，但应当

注意的是，鼓励老百姓消灭外来入侵物种的同时，应

当加强科普宣传和安全防范，避免公众因此受到细菌

危害和动物攻击。”杨朝霞说，奖励的同时还要防止造

假，否则可能助长外来物种入侵。

  为聚焦重点管理物种、提升外来物种侵害防治水

平，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

联合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在科学评估

物种侵害风险基础上，将草地贪夜蛾、鳄雀鳝、加拿大

一枝黄花、红火蚁、福寿螺等59种重点管理外来入侵

物种列入。

  名录所列物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来入侵

物种防控的重点。名录实行动态调整原则，后续将在

加强物种发生情况信息收集和危害风险研判的基础

上，进行物种的适时增减。

  “从立法层面而言，我国尚无专门防治外来物种

入侵的专项法，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时纳入立法体

系。同时更新刑法体系相关罪名和罪责的内容，现有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也应当

尽快健全和完善。”曹明德说。

  在他看来，当前，我国对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的管

理水平与面临的生物安全危机严峻形势不相称，应当

尽快构建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评估、跟踪监测、

生态预警、检疫、许可、危害消除、生态恢复、损害赔

偿、责任追究等完备的制度体系；强化科学评审和论

证，建立外来物种引进的风险评估制度；以分类管理

为基础，健全外来物种引进和放生许可证制度；建立

物种引进和放生后的跟踪监测和应急反应机制；严格

关于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责任。

  在执法层面，高利红建议，参考“河湖长制”的协

同模式，通过构建跨部门联席会议、信息通报、线索共

享等机制实现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动，同时司法机关作

为列席成员，及时提供法律咨询、证据保全等，优化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实际上，《外来入侵物种管

理办法》已经明确了各个职能部门的权责，目前的主

要路径在于建立各级、各地方具有实际操作性的信息

发布制度、监测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等。

  “此外，释放、丢弃外来物种，根据生物安全法，行

政机关将责令行为人‘限期捕回、找回’，这一点实现

的可能性较低，因为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后果补救，

即使是专业职能部门也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在实践

中，应当探索如果无法找回、捕回，则要求行为人到有

关的生态司法修复基地进行与其造成的后果相等的

反向修复。”高利红说，司法层面，可以考虑建立外来

入侵物种防治司法修复基地，开拓生态修复责任的承

担形式。

  “积极发挥公益诉讼的多元功能，监督行政机关

履职，同时依法追究以外来入侵物种危害公共利益的

个人或单位的责任。尽快整理、发布外来入侵物种防

治司法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规范各地办案。此外，

对故意放生、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造成严重的生

态环境损害的，可以考虑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

诉讼。”高利红说。

  在杨朝霞看来，长期以来，快递行业在防治外来

物种入侵的过程中存在被忽视的现象，应当引起

重视。

  “快递行业的相关法律也应当关注行业行为对预

防外来物种入侵发挥的作用，建立检查和预防外来物

种的相关制度，加强对交易环节的规范和约束，明确

规定禁止非法销售、购买外来入侵物种等，并完善相

关责任体系。”杨朝霞说。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近段时

间的大量宣传，不少群众现在一提到外来物种，唯恐

避之不及。

  杨朝霞说，应当正确看待外来物种，无需谈之色

变。“外来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根

据规定，外来物种成为外来入侵物种，需符合两个条

件，一是外来物种进入一个地区后在可预见的将来能

长期生存繁衍形成种群，二是会对传入地区的生态环

境、农林牧渔产业发展乃至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或者危

害。实际上，像我们常吃的马铃薯、胡萝卜、辣椒、胡椒

等都不是中国本土物种，都属于外来物种，但并非外

来入侵物种。”

漫画/高岳  

大量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困难重重
记者调查外来入侵物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