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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买“抢购软件”抢茅台
律师：恐有隐私泄露风险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临近春

节， 白酒市场迎来了传统的销售旺

季， 53 度飞天茅台更是成为市场

上的 “尖货”。 目前， 京东、 天猫、

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均有发售 53

度飞天茅台的资格， 但开抢时往往

“秒光 ”。 在 “一瓶难求 ” 的情况

下， 一些消费者将求购渠道转向黄

牛， 抢购软件、 代抢服务等也悄然

出现。

“抢到就是赚到”

一瓶 500 ?升的 53 度飞天茅

台， 在京东、 天猫、 苏宁易购等电

商平台的售价为 1499 元。 在李女

士看来 ， 这个价位还算 “平价 ”。

记者走访多家酒业实体店获悉， 53

度飞天茅台基本 “无货”， 有购买

渠道的， 价格也远远高于 1499 元。

在电商平台蹲守抢购， 成为很多人

买到茅台的重要方式。

“抢到就是赚到， 转手出去就

能挣一笔。” 在李女士看来， 53 度

飞天茅台属于还能消费得起的茅台

酒。 “在电商平台购买不用加价，

非常划算 ”。 在抢购的前后几秒 ，

她会紧盯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 “北

京时间” 数字， 将抢购流程精确到

秒。

目前， 京东、 天猫、 苏宁易购

等多个平台均有发售 53 度飞天茅

台的资格。 对于抢购资格、 抢购时

间、 抢购方式， 不同平台设置的规

则不尽相同。

“拼的就是网速和手速， 还有

运气。” 最近一直在准点抢茅台的

李女士告诉记者， 2020 年 12 月 15

日， 她在京东上抢到了一瓶 53 度

飞天茅台。 “秒杀的过程还没来得

及回味就结束了， 这瓶留着过年家

里人喝 。 如果还能抢到 ， 我会卖

掉， 现在价格非常美丽。”

抢购软件卖得火

“如果你要买茅台， 建议找黄

牛， 他们都有货并且熟悉规则 。”

河北唐山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曾

经多次通过黄牛购买商品， “论专

业程度， 普通消费者远比不上黄牛

和他们的 ‘枪手’。 他们对电商平

台和各个收货地区的放货量很清

楚 ， 一些 ‘枪手 ’ 还会用抢购软

件。”

“这段时间抢茅台比较火， 我

们有专门的软件。” 1 月 10 日， 一

名黄牛给记者推荐了一款只适配京

东平台 53 度飞天茅台的代抢脚本。

他称， 花费 80 元就能提高抢购的

成功率， 包安装指导， 可以在一周

之内抢到。 另一名黄牛表示， 支付

代抢费用、 手动预约完后， 需要找

他拿链接登录账号， 并发回收货人

姓名和手机号码报备。

业内人士指出， 代抢软件针对

特定业务编写程序， 会模拟正常用

户的操作， 自动化、 批量化地提交

购买请求， 运行速度和大规模并行

能力远超人工， 因而能抢购到特定

商品。 “开启监控库存” “防封规

避开启” “设置商品成功”， 在黄

牛发来的指导视频中， 命令行窗口

有 “预约商品 ” 和 “秒杀抢购商

品” 两个功能， 软件购买者扫描黄

牛提供的二维码并登录后， 就会开

启自动抢购流程。

存在潜在风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多款抢

购软件在安装时没有任何隐私条

款， “保护购买者隐私信息” 也只

是推销者的口头承诺。

业内人士指出， 使用外挂软件

抢购茅台存在隐私、 财产安全等多

种风险， 如果消费者购买并使用抢

购软件， 对潜在的风险应该有所预

期。 在使用代抢服务时， 一些黄牛

要求购买者告知账户和密码， 因此

账户内的收件人地址、 联系方式甚

至身份证号码等隐私信息有可能被

黄牛知悉。 此外， 一些抢购软件可

能还暗藏木马病毒。

“制售抢购软件， 破坏了电商

平台的交易秩序和消费者公平抢购

的环境， 扰乱了市场秩序， 属于不

正当竞争行为。” 北京市中闻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指出， 如果大批量不断发出

交易请求， 会给其他正常运行的网

站以及运营商造成负担， 这种情况

也属于不正当竞争。

“现在很多外挂软件会被平台

‘盾’ 掉， 也就是屏蔽， 黄牛会雇

佣大量手速快的年轻人做 ‘枪手’，

用人海战术抢茅台。 茅台被囤积起

来， 消费者很难以原价买到。” 王

女士说。

律师提醒， 制销抢购软件并非

法律监管的 “真空地带”。 在 2017

年 “黑米” 抢购软件案中， 3 名犯

罪嫌疑人构成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工具罪已

被判刑。

（赵琛）

多地有人防疫信息造假 律师提醒“玩笑”开不得
据 “央广网” 报道， 近期国内

部分地区出现仿冒、 修改防疫相关

信息， 被警方处理的案件。 浙江杭

州有软件开发者制作手机应用程

序， 可以模拟各地健康码的格式生

成图片； 河南商丘有男子为了 “躲

酒局”， 用图片编辑软件把自己的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修改成 “阳性”。

法律专家提醒， 这些行为虽然没有

直接干扰防疫措施， 但是可能被利

用或者经过传播造成不利影响， 当

事人放任相关风险存在， 属于 “间

接故意”。

河南商丘夏邑县一名 28 岁的

男子靳某， 用手机上的图片编辑软

件将自己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修改成

“阳性” 之后发给朋友， 被警方拘

留 5 天。 夏邑县公安局曹集乡派出

所办案民警田猛介绍， 事发在 1 月

12 日， 靳某的朋友邀请他去喝酒，

他为了 “躲酒局”， 把自己前一天

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修改之后， 发

到有 20 个人的聊天群里。 “他把

检测报告的阴性 ， 通过 P 图软件

修改成阳性， 发到朋友群里， 被群

里的朋友转发， 造成扩散， 造成了

不良的影响。 有人反映这个情况，

我们就去核实 ， 根据他的个人信

息， 在他那个村里面找到了他。 核

实过以后， 公安机关依据 《治安管

理处罚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散

布谣言， 谎报险情、 疫情、 警情或

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把他行政拘留五天。”

根据警方公布的案情， 靳某修

改的图片是经过他人转发扩散。 北

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

师岳磆山分析： “虽然你觉得可能

是发在很小的范围里， 可能是开个

玩笑， 但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还是蛮

重的， 这一点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

注意。 其实他应该认识到他的行为

会引发周边朋友， 包括收到这些信

息的朋友的恐慌， 甚至有人可能会

因此向相关部门报告， 可能会导致

流传出当地有疫情出现的谣言、 说

法。 其实他应该有清楚认识的， 但

是仍然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持一种放

任的、 无所谓的态度。 其实他属于

有一种故意的意图在里边， 故意分

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这种应该

属于间接故意的行为。”

而在浙江杭州， 41 岁的男子

解某某 2020 年四五月开发了一个

叫 “健康码演示” 的手机应用， 可

以自定义城市、 姓名等， 模拟各地

健康码、 复工码、 通行码的不同风

格， 展示绿码、 红码等不同状态。

在网上引发批评之后， 这款手机应

用在谷歌应用市场已经下架， 据报

道曾经被下载上千次、 上传过的源

代码网站也已经删除相关信息。

这款手机应用的下载页面曾经

注明： 仅作为演示目的， 生成的二

维码并非实际的健康码、 复工码、

通行码， 请勿用于被扫描的场合，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但岳磆山
提醒， 开发者应该考虑到被滥用的

后果。 他说： “可能在主观上面，

并没有把伪造的健康码提供给大

家， 让大家用伪造的健康码去妨害

疫情的防控， 没有这种主观的直接

故意的追求， 但他应该是知晓的，

尤其是他在 APP 应用上面提到了

‘只限演示使用’， 他就应该是知道

修改的健康码有可能会造成公共秩

序混乱、 扰乱社会秩序、 妨碍到疫

情防控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实

施了这个行为， 仍然进行了上传和

制作。 我倾向于认为他在主观里应

该属于一种间接故意的行为。”

杭州警方 1 月 13 日深夜通报 ，

解某某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已

被西湖区公安分局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案件在进一步侦办。 警方目前没

有披露解某某涉嫌的罪名。

岳磆山分析： “现在通报是采取

了刑事措施， 按照我们国家刑法的规

定， 可能会涉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第 330 条的规定，

其中就提到了 ‘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

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

措施的’。 从表面的形式来看， 他没

有直接的违法行为， 但是他的这种行

为有可能会帮助到其他人实施这类违

法行为 ， 所以有可能受到刑法的惩

处。 具体他涉嫌的罪名， 包括他具体

如何来实施的等等， 我们可能还需要

公安机关进行详细地侦查之后， 才能

够确定。” （白杰戈）

网售“饮酒免责神器”

律师：有“神器”也未必能免责

据 《扬子晚报》 报道， 年关将

至， 各类聚会逐渐多了起来。 各类

场合的聚会， 免不了要喝一顿。 如

果聚会中的一个人饮酒后出了事，

一起饮酒的人都要承担责任， 这样

的案例实在太多了。 为了免责， 市

面上竟出现了 “免责饮酒神器”。

近日 ， 记者在某网上商城发

现， 有的商家直接以 “饮酒免责神

器 ” 为卖点 ， 上架了相关录音设

备。 那么， 是否使用了这些 “免责

神器” 就真的能做到免责呢？ 记者

进行了一番调查。

“神器”只是录音设备

1 月 13 日， 记者用手机在某

网上商城上输入 “饮酒免责” 进行

搜索， 发现确实有相关商品， 甚至

还有一家网店店名是聚餐饮酒免责

用品店。

那么， 所谓的饮酒免责神器究

竟是何方神圣呢？ 记者经过一番搜

索发现， 所谓的饮酒免责神器只是

各式各样的录音设备， 有便携式，

还有录音手环 。 价格从 188 元到

428 元不等。 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

向店家咨询究竟如何实现免责， 店

家并未回复。

“本人自愿参加本次聚会， 如

因酒后所造成的对本人及外人的一

切后果， 与聚会其他人员无关， 本

人及配偶、 家属等相关人员不可追

究参加此聚会人员的任何民事、 刑

事责任， 所有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无独有偶， 除了 “免责饮酒神器”

外， 网络上出现了饮酒免责协议。

记者搜索一下发现， 网络上甚至出

现了饮酒免责协议范本。

律师表示作用有限

那么， 使用了饮酒免责神器或

是签订了饮酒免责协议后， 是不是

就意味着酒随便灌， 随便喝了呢？

对此， 江苏玖润律师事务所饶

奋斌律师表示， 并不能这样认为，

所谓的免责并不是真的能免责。

饶律师认为， 首先， 饮酒要适

量， 身体是自己的。 超出身体承受

范围的饮酒 ， 本身就容易带来风

险。 如果明知这样还是劝酒， 这样

的行为不可取。 如果出了事， 的确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任何免责协议

都不能和法律规定冲突。

另外， 商家所谓的 “饮酒免责

神器” 有夸大宣传的嫌疑， 其更多

的是起到收集证据的作用。

录音内容会成为责任划分的关

键 ， 要注意的是 ， 在录音 、 录像

时， 要在不侵犯他人隐私的前提下

进行。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饮酒免责

神器这一概念的出现本来就是本末

倒置， 体现了一群人扭曲了思想观

念。 又想要喝酒， 又不愿意承担责

任， 这和法律相关规定已经背道而

驰。 想要免责， 最好的办法就是适

量饮酒， 在酒桌上杜绝劝酒， 过量

饮酒的行为， 是对自己和别人最负

责任的做法。

（季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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