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央视3·15晚会曝光了360搜索医药广告造假链条，以及UC浏览器涉及为无资质公司投虚假医药广告的问
题。广州市市场监管局13日表示，央视3·15晚会曝光的UC浏览器虚假违法广告的有关案件已完成立案调查，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对广告发布者作出没收广告费13464.04元、罚款2078172.55元的行政处罚，罚没金额共计2091636.59元。
那么，针对层出不穷的虚假医药广告国家有哪些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虚假医药广告企业及制作、发布各方都应

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相关搜索引擎忽略自身监管责任，容许虚假医药广告登上搜索平台，应承担怎样的责任？怎样才能
真正将法律对虚假医药广告的监管落到实处呢？

王政佼

以案说法网络虚假医药广告何时休

法律监管刻不容缓 外卖平台跑腿代购造假
应承担法律责任

王茉

■虚假医药广告零容忍
违法应担责
近年来，国家为打击虚假医药广告

先后多次颁布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或
出台规范性文件等，并基本形成相关规
范体系：
其一，法律法规层面，现行《广告法》

中明确指出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
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一）
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二）商品的性
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
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
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
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
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
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
实质性影响的；（三）使用虚构、伪造或者
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
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
（四）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
的；（五）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
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同时，针对
虚假广告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及
广告代言人等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规定：
根据《广告法》第55条的规定，广告

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
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
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
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
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
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
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务、吊销营
业执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若情节
严重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
“虚假广告罪”，即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
或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行为的，应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同时该法第56条还规定，对于关系消
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
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或者明知或者应知
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
推荐、证明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
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需注意的是，目前就搜索引擎上的虚假
医药广告问题，仅提供搜索引擎服务的搜索
平台是否属于上述《广告法》中的广告经营
者和发布者尚存在一定的争议，进而使得在
《广告法》层面能否追究平台未尽事先审核
的法律义务存在争议。但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遭受损害的消费者仍可追究相应的网
络平台侵权责任，其中《民法典》第1195条
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
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
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
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
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
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
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民法
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

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在部委发布的规章或规范性文

件方面，就医疗广告管理问题，现行有效的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规定：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发布医疗广告，
应当由其广告审查员查验《医疗广告审查
证明》，核实广告内容。”同时规定：“对违法
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
《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处罚，对
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并处一至
六个月暂停发布医疗广告、直至取消广告
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医疗广告经营和发
布资格的处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对负有责任的广告
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给予警告或者
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医疗
广告内容涉嫌虚假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可根据需要会同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
理部门作出认定。”

2013年，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门曾联
手启动了为期三个月的整治虚假违法医药
广告专项行动。2020年3月，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整治虚
假违法广告部际联席会议2020年工作要
点》和《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部际联席会议工
作制度》，强调“严厉打击保健食品、医疗、
药品等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虚
假违法广告，集中曝光典型违法广告案
件”，要求“加强重点媒体、媒介广告监管，
夯实互联网平台责任”。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今年的3·15晚
会现场，为了让线上平台的监管有法可依，
现场发布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
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即将于5月1日正式施行）。该《办法》
是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的重要部门规

章，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细化完善，制定了
一系列规范交易行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具体制度规范。其中，
《办法》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采用包
括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采用误导性展
示、虚构点击量、关注度等流量数据方式，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
导消费者。对于违反该规定构成虚假广告
的，依照《广告法》的规定处罚。

综上所述，若广告发布者、经营者发布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构
成虚假医药广告的，不仅可能承担相应的民
事赔偿责任并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更有甚
者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虚假广告罪并承担
相应的刑事责任。

■互联网时代虚假医药广告规制
更需落到实处
在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竞价模式一直

广为诟病，无论是PC端还是移动端，搜索网
站在事实上承担着网络世界的路标或中转
站的角色，在此背景下，搜索引擎上虚假医
药广告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近年来，3·15
晚会已多次提到虚假医药广告问题，但多年
来虚假医药广告仍屡见不鲜，虚假医药广告
的治理不可能依靠违规企业和制作、发布、
传播广告的各方参与者的自律来解决，一方
面有赖于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对网络服务
平台提供搜索服务的性质进行界定，如应明
确这一服务是否为提供广告服务，进而使得
搜索引擎的归责能更为清晰；另一方面，对
于虚假医药广告，更应当在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规范体系内多方联动真正形成源头和
渠道的合力，进而真正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和生命利益落到实处！

日前相关媒体报道王先生在
某外卖平台下单跑腿业务，要求
骑手前往某饭店购买7个菜品，
但骑手将7个菜品送到王先生
处，王先生发现其点的菜与平日
在饭店吃的不论菜量还是口味均
有较大差异，故王先生给某饭店
打电话核实该情况，饭店请王先
生将菜品图片拍照发给饭店，饭
店表示图片中的7个菜仅有1个
菜为该饭店提供，其他6个菜均
不是该饭店提供。后经了解该7
个菜是某平台骑手拼出来的“1+
6真假餐”。该骑手回应称，买了
1个真菜6个“假”菜，再附上假水
单（即账单），如此操作，他“昧”了
顾客36元。对于此事件，骑手及
外卖平台方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消费者又应如何维权呢？

骑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根据该交易模式，消费者和跑

腿代购的骑手之间存在法律上的
委托合同关系，骑手作为受托人应
该按照约定购买作为委托人的消
费者指定的商家的菜品，但是骑手
并未完全这样做，实际上骑手就构
成了合同违约，消费者可以要求骑
手赔偿由此给其造成的损失。
单就本案来讲，36元金额比

较低，主要是涉及民事维权。但
如果跑腿代购的骑手多次实施这
种行为，且骑手主观上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侵占消费者的财产累
计金额达到5000元诈骗罪起点
金额，那么就涉嫌触犯《刑法》构
成诈骗罪，作为受害方的消费者
是可以到公安部门举报的。

外卖平台方应承担的责任
就本案而言，王先生是通过

某外卖平台进行下单，且是由其
指定了相关的外卖跑腿人员，消
费者是基于对平台方的信任进行
的相关交易，对于平台来说，它实
际上连接着消费者和提供外卖跑
腿服务的骑手，属于信息服务的
提供方，但该代购跑腿业务中作
为平台方只支配跑腿费，而代购
商品费由骑手自行支配，这在规
则的设定上，外卖平台是存在监
管过失的，没有使该笔费用“专款
专用”，应承担审核不严、监管缺
失的相应责任。
代跑腿行业本身是为了生活

便利而产生，是对外卖服务的一
个补充。也希望平台方可以通过
此事进行反思，并承担起应当承
担的审核监管职责，堵住制度上
的漏洞。 大有律师事务所

热点聚焦

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在遗产处理前
以书面形式作出表示

律师信箱

我父亲于2021年1月底去
世，我家中有姐弟二人，如果我
想放弃对父亲遗产的继承，应
该怎么做？ 读者：张先生

律师解答：
我国《民法典》第

1124条第一款规定：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

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
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
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

您描述的情形，您作为您父亲的
继承人，如果您欲放弃继承，应
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
放弃继承的表示。
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刘佳丽

漫画 孟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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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暖 婚礼庆典新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王音 通讯员 曹翰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陈忠权

这里的老年人真幸福
——武清区全力推进农村公共养老设施建设成绩显著

为给农村老人提供就餐、娱乐、休闲的
好场所，武清区全力推进农村公共养老设施
建设，补齐农村养老短板，让老人在村里的
养老院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关怀，安度幸福晚
年，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这里的老人吃饭很便宜

每天中午11点30分，家住在武清区高
村镇“牛镇新苑社区”的老人们，都会拿着
一个饭盒到幸福大院社区食堂去吃饭，在
这里可以吃到香喷喷的三菜一汤和花样主
食，还可跟老哥们聊聊天，成为一天中最快
乐的时光。
临近中午，记者跟随82岁的老人殷才走

进这个社区食堂，虽然面积不是很大，却干净
整洁，外卖窗口贴有当天的菜谱：肉炒香干蚕
豆、肉焖豆腐、菠菜鸡蛋，还有一份汤和馒头、
米饭，整个食堂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只见殷才老人首先掏出一张卡，在卖

饭窗口刷一下，然后把饭盒递给工作人员，
不一会儿一盒香喷喷的饭菜就递给了老
人，老人竖起大拇指说：“这份饭要是在外
面吃最少需要10元，在这里吃，只需付费2
元，多便宜啊，政府部门为我们老人办了一
件大好事！”
社区食堂老人餐为何如此便宜？
社区“一肩挑”黄占文笑着说，秘诀就是

区、镇联合助力，替老人们付了剩下的餐
费。因为这是区民政局帮助建立的农村幸
福大院，社区食堂是其中一项服务内容，区
民政局每年补贴12万元，镇政府再补贴12
万元，这样一来，食堂亏空就彻底解决了。
为了让社区老人家食堂规范运转，社区特聘
第三方餐饮企业经营，为减少企业经营成
本，让利于社区老人就餐，社区对老年人食
堂房屋不收租金，免费使用。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魏金虎介绍，牛

镇新苑社区是一个拥有7000人的大社区，
很多青年人出去打工赚钱，只剩下老人在
家，一些身体弱的老人吃饭就成为一个大问
题，为此，在兴建的这个幸福大院里，把废弃
仓库改建成了这个老人家食堂，截至目前，
已经有100多位老人经常来这里就餐。具体

餐标是：社区60岁以上低保、五保、低收入救
助对象、重度残疾人和8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
餐2元；7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餐6元，每餐三
菜一汤，三种主食。

这里的老人玩得很开心

在武清区高村镇，还有一个新建成的高
村幸福大院。走进这个幸福大院，迎面看见
院子中央有一棵古槐树，成为一道景观，象
征着全村的老人们幸福吉祥如意。

村“一肩挑”黄雨介绍，高村幸福大院是
高村镇第一家村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在

镇党委、政府和区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
2021年正式投入运行的，整个幸福大院占地
面积1360平方米，建筑面积516平方米，共
有12个功能室。这个幸福大院可为全村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日间照料、
居家托养、日间用餐等各项服务，是本村老
年人开展文化娱乐和日间照料的普惠性居
家养老场所。
记者看到，整个幸福大院虽然都是平

房，但是宽敞干净，功能室配套十分齐全，分
别有餐厅、厨房、文化活动室、老年人课堂、
图书室、接待室、棋牌室、健身康复室、休息
室，还有卫生保健室、志愿者服务室等功能
室。在阅览室，这里有很多图书，涉及农业

种植养殖、保健养生、文学艺术等，村民们很
受益。在活动室内，有几位老人在下象棋。
在旁边观看的一位老人说，现在这个幸福大
院设置得很好，农闲时节，经常到这里来，除
了下棋外，还可以看书、看电视、吃午饭，累了
还可以在休息室睡个午觉。

记者来到休息室，发现有10多张床位，
地面整洁，床上用品完备。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设立这个休息室，就是为了让一些老人在
这里休息，如果赶上刮风下雨或者是风雪等
恶劣天气，可以让老人们在此休息，躲避恶劣
天气。

武清区民政局局长刘振明表示，在区委、
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武清区农村幸福大院不
但为政府重点保障的残疾困难老年人提供配
送餐服务、提供日间活动场所，还为高龄、空
巢、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成本价格服务，很好
地满足了农村老人的刚需，今年还要再新建
一批幸福大院。

这里的老人住养老院不花钱

很多农村老人不愿意住养老院，一是怕
花钱，二是怕远离子女，生活寂寞，但在武清
区却有这样一个养老院：本村60岁以上的老
人入住一分钱不花，养老院就建在村里边，这
就是梅厂镇灰锅口村金锅养老院。

走进这家养老院，恰逢午饭时间，餐厅里
已经有不少老人在就餐了，三菜一汤，吃得很
美。工作人员介绍，为让老人吃好，他们精心
设计菜谱，基本上做到每天不重样，有时还根
据老人口味增加品种。

午餐过后，老人们说笑着三三两两回住
宿楼，乘坐电梯直达房间。有的老人打开电
视机看喜欢的电视节目，有的则到娱乐室下
棋、打牌。走进老人郑玉芬的房间，只见卧具
桌椅整洁，墙上有电视、空调，还有独立洗手
间，俨然是一个星级宾馆的标准间。

老人笑着说，她今年72岁了，有儿有女，
但孩子们平时都很忙，自己一个人在家闲呆
着很乏味，为此，和儿女们商量到村里的这所
养老院住，孩子们都同意，因为养老院就在村
里面，方便孩子们看望，还一分钱不花，这是
多么好的事情啊！入住后发现吃得好、住得
好，还有很多伙伴聊天，比自己在家时不知道
幸福多少倍。

金锅养老院建成于 2011 年，由村集体
投资建设经营，对本村 60 岁以上的老人实
施免费入住政策，截至目前，共有40多名 60
岁以上的村民住进了养老院。养老院还定期
为老年人做体检和身体康复，确保老人身体
健康。

院长陈双燕动情地说：“10多年来，金锅
养老院得以正常经营，这要特别感谢区民政
局的大力支持，每年都给床位等运营补贴，
2020年一次性就给了80多万元，作用特别
大。村委会也给予大力支持，这座5层楼房，
养老院免费用，不收一分钱；另外，水、电费用
也全部由村委会负担，让养老院减轻了很大
负担，我们才能全心全意为老人们服务。”

春色百花艳，喜结连理枝。4月17日，北辰区双口镇后
堡村里喜气洋洋，一对新人的“好日子”到来了，与以往不同
的是，这场婚礼的庆典是在村里新建成不久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中进行的。

后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于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
在规划建设时，实践站建设了近200平方米的活动大厅，并
安装了大屏幕、灯光等设备。几个月来，这里已经举行了十
几场婚礼、寿宴、百岁宴等各类庆典活动。

走进婚礼现场，灯光交错、花团锦簇，红色玫瑰花瓣撒
满白色地毯，整个现场气氛十分浪漫。现场中央的大屏幕
上播放着祝福新人的画面，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争相用手
机拍照记录下婚礼现场的美满瞬间。
“气氛特别好，主持人说得也很好，婚礼办得十分满

意。”新郎父亲林敬东的喜悦溢于言表：“过去村里结婚都要
搭典礼棚、饭棚，每个棚至少要花2000多元。现在来这里
举行婚礼、摆寿宴都是免费，还有这么多现代化的设备，既
省钱又环保。”

按照村里以往惯例，结婚办喜事都要露天搭喜棚，
产生的垃圾杂物严重污染环境，还会影响出入交通。有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后，只要村民提前申请就能在室内
举办典礼，不仅减少了污染，效果也更好，非常受年轻人
青睐。

为了鼓励村民们拒绝攀比、厚养薄葬，村里还成立了红
白理事会，制定了文明公约，限定了红白喜事的规模和宴请
标准，明确了奖惩措施，对村内的婚丧嫁娶都会参与监督，
并且挨家挨户宣传引导。
“原来老百姓都大操大办，现在经过我们积极引导，大

伙儿的观念都在积极转变。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得到了老
百姓的积极响应。”后堡村村委会委员高双阵说。

目前，双口镇各村已建成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通
过搭建新的平台，引导村民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成
为党组织引领农村基层建设的新抓手。一股文明新风吹进
双口镇的千家万户……

截至目前，武清区已在
全区建成 112 所农村幸福大
院，服务4万多名农村老人，
每个幸福大院配齐健身、娱
乐、康复、学习、休息等设备
设施。与此同时，该区还大
力扶持养老院建设，现有 14
家养老院，供养着 1200 多名
农村老人。

四月芳菲，蓟州区下营镇团山子村一带梨花盛开，美不胜
收，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通讯员 王金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