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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 的保健品
� � � �陈老先生在遗书中称， 自己和老伴几十
年来勤俭节约， 积攒的近十万元钱基本泡汤
了。在老人家中，陈女士发现父亲曾写过另外
两份与遗书有相似内容的材料。 材料写道：
2013年以来，向尚公司以买保健品送东西、送
旅游等名义， 骗自己买了近6万元的保健品，

但“不起作用”。去年4月，公司又承诺带他和
老伴去云台山、西安、巴厘岛等地旅游，今年1
月又骗自己把3万多元交给了他们，但承诺的
旅游至今没有兑现。

记者调查发现，在购买向尚公司保健品的
老人中，反映没有兑现旅游承诺的不止一位。

14日到向尚公司现场索赔的一位84岁老
人告诉记者， 他参加公司的活动已经7年了，
至今已买保健品、 预交去旅游的机票费用共
10万余元。2011年公司就承诺带他到国外旅
游， 还让他预交了机票钱， 但至今一次没去
过。“后来又说有的老人年纪大了， 不能去远
的地方，换近一点的地方，我们不同意。就有
一次，去了青岛市郊的农家乐，坐热炕、吃大
馒头。”

多人反映旅游承诺未兑现数万元保健品引发悲剧

� � � �据向尚公司总经理赵军林介绍， 向尚公
司在青岛开展活动9年了，一般是先举办健康
讲座，向老人推广保健品，然后有意向的老人
可以联系业务员购买。

记者采访一些老人和家属发现， 向尚公
司的营销活动并非如此简单。除了许诺旅游，

公司还经常组织老人做活动、开会。
王女士说，父亲一般起床很早，年轻人往

往起不了那么早， 但保健品公司的业务员很
早便来组织活动。老人喜欢扎堆，业务员就组
织唱歌、下棋、开会，把老人们聚拢在一起。保
健品公司分工很细， 一般一个业务员专门盯

六七个老人。很多老人不跟子女一起生活，业
务员就经常到老人家里进行推销。

据了解， 向尚公司还曾因虚假宣传被监管
部门处罚。 青岛市市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
年6月7日出具了一份处罚文件， 称青岛向尚健
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曾通过经营场所制作门
头、制作张贴宣传广告、设置展板、印制画册、发
放印刷品广告等方式，以“向尚国际集团”名义
进行虚假宣传，被罚款3000元。

涉事公司曾因虚假宣传被罚一个业务员盯六七个老人

� � � �向尚公司主要经营少林骨密度丸、 天羽
牌抗辐射保健液、紫福口服液三种产品。青岛
市市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湛山所一位到
公司现场抽样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向尚
公司的仓库里只剩下一种名为紫福口服液的
保健品。 工作人员对口服液进行了抽样、封
存， 检查了公司的营业执照、 进货单据等凭
证，并委托相关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查。

记者注意到， 就在陈姓老人自杀事件发
生之际， 青岛当地正在专项整治保健品营销
乱象。青岛市食药监局今年2月份的一份文件
称，近年来，以会议营销方式销售保健食品的
经营行为日益增多， 部分不法经营者为了赚
取高额利润，利用虚假宣传等非法手段，以中
老年人为销售对象进行非法营销， 引发较多
消费投诉。

近来，山东、四川、江西等多地开展规范
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的专项行动。 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表示，即将公布《食品安
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 把以网络、 电话、电
视、广播、讲座、会议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
行为列为食品宣传欺诈， 在对生产经营企业
处罚的同时， 将对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
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进行处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
醒消费者，要警惕“专家义诊、权威证明”等宣
传营销“陷阱”，理性消费。

（据新华社青岛3月28日电）

专项整治保健品营销乱象监管部门调查涉事公司

� � � �青岛的陈女士没想到，60岁的父亲竟是以这样孤独的方式告别人世———3月11日23时许，陈女士
接到警方通知，老人的遗体在青岛东海中路一处海滩被找到，法医鉴定死亡原因是“自溺”。老人的裤
兜里有一封遗书，称被保健品营销公司“骗了”，承诺的到国外旅游也没有兑现。记者调查发现，涉事的
青岛向尚健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年就曾因虚假宣传被监管部门处罚。目前，青岛市食药监局等部门
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千亿元保健食品市场背后现隐忧

■链接

� � �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保健食品
乱象与行业风气有关联， 由于一些中小企
业和批发、零售商利欲熏心，导致保健食品
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些无序
竞争、没有底线的企业是行业的搅局者，若
不清理出局将影响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

从企业方面来说， 部分中小企业诚信意识淡
薄，违法生产营销，虚假夸大宣传，误导公众
消费，直接破坏了保健食品的整体信誉。特别
是一些打“擦边球”的恶性营销，严重影响了
行业形象，合规的优秀企业深受其累。同时，
普通食品违法添加药物成分、 功能声称等问
题，也使保健食品“躺枪”。

乱象为何仍难绝迹1

� � � � 【食药监总局】保健食品市场上的常见陷
阱包括“专家健康讲座”，即在酒店、宾馆等场
所举办免费“专家健康讲座”，邀请所谓“专家”
讲述某某保健品效果神奇，然后以“赠药”“送
纪念品”等手段吸引消费者，诱导购买，并套取

消费者的联系方式， 达到日后销售的目的。还
有一种较为常见的“免费抽奖活动”，即在人流
集中处，采用“免费抽奖”等手段，让消费者得
到“优惠购买某某保健品”的大奖，有的还雇用
“托儿”在旁煽风点火，诱使消费者大量购买。

� � � � 【食药监总局】 普通食品不能声称功能，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没有治疗作用。消费者选
购食品和保健食品时要认清包装上保健食品
标志（小蓝帽）和批准文号。消费者特别是老年
人，要警惕“专家义诊、权威证明、免费试用、宣
称疗效”等非法宣传营销“陷阱”，科学、理性消
费。

【刘俊海】老年人要树立正确养生之道，应

有愉快的心情、均衡的营养、充足的睡眠、适度
的运动、规律的生活、坚强的意志，在进行数额
较大的保健品交易时，可问问子女的建议。

【刘学聪】社会需加强科普教育，正确引
导。老人受骗令人痛心，希望做儿女的多多给
予父母关心关怀，少些犯错的责备，多些陪护
与理解， 这也是避免老人受骗的重要方法之
一。 （据新华社北京电）

推销陷阱有哪些2

消费者如何破迷局3

� � �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国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有2600多家，从业人员600
多万人，产值超过3000亿元。巨额产值的背后，巨大暴利促使一些企业和个人
不断升级推销手段，虽然有关部门从严监管，但保健食品乱象仍难绝迹。

新华社发
步入陷阱

新华社记者 王宾 陈聪

宣称包治百病的保健补品占
满货架 ，各路打着中医旗号的 “养
生大师”备受追捧……时下，“养生
热 ”的背后 ，形形色色的 “伪养生 ”
却在误导消费者，特别是让老年人
深受其害。

“养生热 ”的兴起反映出群众
日益增长的健康 “刚需 ”。然而 ，由
于相关监管措施滞后、群众医学素
养不足 ，不法分子利欲熏心 ，钻监
管空子 ，编造虚假 “养生理论 ”，兜
售各类保健品，让一些缺乏判断力
的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误入圈套。

和合致中 、道法自然 ，传统的
中医药是中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和

优秀的文化瑰宝。中医“治未病”的
医学观契合群众养生防病的健康
需求 ，“简 、便 、验 、廉 ”的独特优势
又符合百姓少花钱得健康的愿望，
中医养生因此持续升温、市场不断
做大，这本是好事。

然而 ，“简 、便 、验 、廉 ”并非意
味着没有门槛 “全民皆医 ”，全靠
“偏方治大病 ” 并不切合实际 。中
医 养 生 保 健服 务 亟 须 纳 入 科 学
化 、规范化 、符合中医特点的有效
管理。

正本清源 ， 养生也要科学理
性。中医药管理部门应多渠道加强
宣传 、提高公众医学素养 ，告诉公
众“治未病”不是包治百病，有病须
及时就医 ，引导 “每个人成为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帮助百姓树
立顺应自然、 科学理性的养生观，
远离“伪养生”真行骗的“大忽悠”，
提升健康中国的精气神。

猛药去疴 ， 防止养生市场和
保健产品 “劣币驱逐良币 ”，亟须
相关部门严把审批关 、流通关 ，完
善治理体系 ，强化基层执法 ，动员
社会参与 ，形成监管合力 。重典治
乱才能让不法分子产生 “痛感 ”。
要给优质产品点赞 ， 把不良奸商
拉黑。

向养生乱象说不，对“伪养生”
叫停，发展有序健康的中医药养生
服务，多管齐下，才能做大养生“小
目标”，构建全民“大健康”。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不能放任“伪养生”误导消费者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