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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QQ销售产品/药品，是否为电子商务经营者？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owner of the account?账号所有人的法律责任？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WeChat & QQ?微信与QQ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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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QQ selling fake medicines/微信QQ售卖假药
http://www.jsjc.gov.cn/wsjcy/zj/lxjd/201808/t20180816_5919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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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sjc.gov.cn/wsjcy/zj/lxjd/201808/t20180816_591907.shtml


Profitable 超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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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70508/30497669_all.html

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70508/30497669_all.html


Other related matters/其他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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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RX hasn’t been permitted互联网处方药销售尚未放开

2017年初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审批（第三方平台除外）取消，拟开展互联网售
药业务的企业大幅增加，监管对象增多。截至9月18日，全国取得互联网药品交易资
质的企业数量为974家，其中A证企业52家，B证企业240家，C证企业682家。医药健
康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手机APP)，微博、微信涉及药品交易增多，而现行的互联
网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对其监管仍处于无章可循的境地。监管部门面对的是近千家有
交易资质企业和大量准备开展网售业务的企业，监管压力较大。

2018年2月9日，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将通过移动互联网开展的药品销售行为和第三方交易服务也纳入调整范畴。

网售药品应坚持线上线下一致的原则；厘清责任、社会共治；同时依托第三方平台
的网络技术、客户粘性等优势，“以网管网”；鼓励“网订店取、网订店送”。

2018年0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法律上不禁止但实际上不允许禁止向个人消费者网售处方药，禁止单体药店网售药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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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articles 相关法条

第十二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需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

第十三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环境保护
要求，不得销售或者提供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

第二十五条 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有关电子商务数据信息
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数据信息的
安全，并对其中的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二十九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现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违反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
定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证其网络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
络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保障电子商务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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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 from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制药行业的痛

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假药生产、特别是销售基本通过微信、QQ建群或随后加好友沟通交流销售，
从东北、北京、天津拓展到全国各地。我们能够要求这些卖假药（有的混合套保回收的真药或者
过期药）微商主动提供信息吗？那我们的渠道是什么呢？电商法在今后的细则制定上能否细化，
比如腾讯公司对于办理涉及患者用药安全的假药（特别是处方药，或者再限定为如心脑血管、癌
症、糖尿病等严重影响生命健康安全的药品）微信、QQ是否应当做平时主动监控分析并及时向公
安机关分享相关账号所有药品交流交易的信息.

Currently key part of China Counterfeit Medicine manufactured especially distributed via QQ or WeChat 
Group or thereafter with QQ or WeChat friends expanding from Northeast China, Beijing & Tianjin to 
Whole Country. How can we ask such counterfeiting medicine sellers (sometimes mixed with medical 
insurance cheating genuine medicines or expired medicines) to initiatively share information? What will 
be the channel for us? What about further detailed regulations, like TenCent should initiatively monitor 
such counterfeiting medicine sellers’ WeChat, QQ(especially for RX or even limited as Cardiovascular, 
oncology, diabetes and other seriously influenced patients’ safety etc.) on daily basis and share all data 
related to fake pharmaceutical deal information to police ti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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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3  43条

• 第四十三条 平台内经营者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

•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知识产权
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在转送声明到达知识产权权利人后十五日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
或者起诉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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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evidence 初步证据

Statement with Evidence Threshold 声明的初步证据达到什
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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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of Complain or Sue 投诉或起诉的通知

Just notice or official notice from Administrative agency or people’s court?

仅仅是权利人的通知即可还是行政执法或人民法院的官方受理或立案证明

If just lower level IP infringement, image huge amount on platform. What will be the 
result to Platform,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r Courts, Brand Owners, social cost for 
Brand Protection and even international image?  

设想下平台如果存在数量较大、不太难判断的低水平知识产权侵权，这样要求
对平台、执法、司法机构、权利人、社会维权成本甚至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国
际形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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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8.2   38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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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
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
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
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ncern制药行业的顾虑

What is this article for Pharmaceutical patients and even counterfeit Medicine?

设想如果销售假冒药品的话，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电子商务经营者、患者之
间的利益关系该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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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legal responsibility in fake (medicine) &物流企业在假货(药)供应链中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电子商务当事人可以约定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商品。

快递物流服务提供者为电子商务提供快递物流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并应当符合承诺的服务规范和时限。快递物流服务提供者在交付商品时，应当
提示收货人当面查验；交由他人代收的，应当经收货人同意。

快递物流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规定使用环保包装材料，实现包装材料的减量化
和再利用。

For example, most counterfeit medicine Criminal cases involve a local famous 
Logistic company which helps delivering fake medicine all over the nation even 
collecting money. 

比如国内目前的假药主要通过有一家知名的物流公司运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代收
假药的货款？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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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下一步？

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执法与权利人，甚至核心电商平台之间深度合作，分享关键
制售假冒信息，共同打击假冒的核心网络，彻底治理制售假冒的环境！

Hope joints efforts & deep cooperation from all including Law Enforcement, IPR owners, 
even among key e-Commerce Platforms. Sharing key counterfeiting web information to 
jointly raid core counterfeiting web to utterly cure counterfeiting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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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ies, Pls contact victor.shao@hotmail.com

Thanks 

mailto:victor.shao@Sanof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