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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治防范保健品欺诈
——我市整治“保健”市场纪实

延年益寿的胶囊，可预防疾病的羊奶粉，能治疗失眠防衰老的磁疗床垫·····在今年我市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中，一例例保健品

欺诈和虚假宣传案件相继“浮出水面”。行动中，全市查处案件 35宗，罚没款 10万余元。在持续不断的执法打击与日常监管中，屡打“擦边球”

的保健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仍然防不胜防，暴利之下“忽悠”盛行，消费者在“小甜头”里深陷迷局。“保健”市场乱象如何破解？我市正致力形成部

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为保健市场顽疾戴上“紧箍咒”。

“有没有一种药人吃了就不再生
病？”今年 7月，适逢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五进”（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商
超、进网络）科普宣传活动，一名家住
武江区，已花费超过 20 万元购买保健
品“治病”的老年人向现场工作人员咨
询。在接受了多年的保健品宣传后，
他渴望通过药品“包治百病”，养身健
体。

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科科长何
敬阳介绍，当前的“保健”市场涉及普
通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普通工业用品等营销品种，如羊奶粉、
磁疗床垫、净水器等热点产品，这些产
品没有治疗疾病的功效。一些营销者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故意对上述产品
的功效作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陷入
种种“套路”，进而错误地相信其产品
具有“防治百病”的功效。

“市面上保健品的营销，绝大多数
是利用上述合法产品做虚假宣传和欺
诈，营销对象多以老人、病人、受教育
程度偏低者等容易得手的人群为主；
营销模式也具有隐蔽性，采取分步营
销、体验营销、错时营销等隐蔽模式来
规避监管，除了在城市见缝插针外，还
呈现‘上山下乡’的趋势，在农村也开
始活跃起来。”何敬阳说。

在我市监管部门的查处中，五花八
门的保健品欺诈营销模式万变不离其
宗,不法分子利用老人孤独、保命、信息
闭塞等特点，以免费赠礼作饵、健康讲
座洗脑、专家义诊恐吓、亲情营销维系

“四大套路”为支撑。何敬阳介绍，“有
些老年人因为孤独喜欢凑热闹，喜欢
和同龄人聚在一起聊聊天，就算一开

始抱着我不买任何东西的想法，后面
也容易被慢慢洗脑，一些会议营销场
所还会雇佣一些老年人做‘托’，负责
拉人头，宣传这款产品有多好，因为从
众心理，大家都说好，就逐渐分不清真
假了。”

家住浈江区十里亭镇的谭婆婆
今年 71 岁，不时和年龄相仿的邻居、
街坊结伴参加保健品会议营销，领回
免费的鸡蛋、牙膏、防辐射手机磁铁，
因为长期有脚痛、皮肤瘙痒的毛病，
还领回了一盒不具备保健食品专用
标识的“营养粉”，每天按时服用，以
求“药到病除”。“他们说喝这个可以
增强免疫力，我喝了皮肤好像是没那
么痒了！”

免费赠礼和从众心理吸引了这群
老年人，亲情营销更成为一些保健品
的宣传王牌。“我们在查处过程中发
现，一些会议营销场所的工作人员，

‘阿爹’‘阿妈’地喊着这群老人家。有
些老人前来参加讲座，刚一下公交车，
就有营销人员上前搀扶，特别亲热。”
参与多次案件查处与科普宣传的市市
场监管局一名工作人员发现，“有的老
人家也知道他购买的保健品价格虚
高，对治病也没有什么功效，但是因为
长期参与这些活动，就像是培养了一
种感情，彼此间很熟悉，愿意花高价买
关爱。”

种种“保健”市场乱象，可导致严
重的危害。何敬阳认为，主要危害一
是掏空老年人的“钱袋子”，侵害他们
的财产安全，二是延误疾病的治疗，损
害老人的身心健康；三是扰乱了社会
秩序，影响社会安定。

然而，在“保健”市场乱象之下，存
在着监管之困：由于违法手段越来越隐
蔽，监管部门调查取证难，一些不法企
业通常证照齐全，产品合法合规，门店
往往不摆货，只放少量样品，从表面看
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难以抓到虚假宣
传与欺诈的证据；另外，法律法规不完
善，违法成本低导致种种乱象屡打不
绝，不法分子利用合格产品进行虚假宣
传和欺诈销售，高价套利······

“一些保健品的虚假宣传往往采用
口头宣传的方式，或者用U盘播放视频，
也不派发宣传单张，在我们查处的过程
中，他们会迅速把视频删掉，而产品也往
往通过邮寄和到提取点提取的方式。我
们还发现，不少老人家甚至会主动站出
来维护营销人员，比如我们发现了一些
涉嫌虚假宣传的保健品，老人家会说这
是我带来的，甚至还会请求我们不要来
查处，说这里的活动办得很好。”市市场
监管局有关工作人员透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名家住南
郊的徐阿姨，热衷于在会议营销场所免
费领赠品，去年通过营销人员的讲座和
产品介绍，听说有一款磁疗床垫能治
病，不顾子女们的反对，花 2 万元买下
了这张床垫。徐阿姨的儿子告诉记者，

“我们一说起这个就要吵架，怎么劝说
她都不听，感觉她被深深地洗脑了，也
越来越痴迷于这样的会议营销场所。”

“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们去查处过

多次，但是很难发现它的违法证据，因
为这些产品、产品的体验是合法的，也
有注册批文，它的价格也是明码实价
的，家属会感觉很冤，花了这么高价买
个床垫，觉得不值得，但是从整治来
说，确实就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何
敬阳说道。

在暴利的驱使背后，违法成本低，
也成为整治一大难题。

广东行而知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珍
介绍，在“保健”市场领域，我国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广告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进一步规
范保健食品命名有关事项的公告》《禁
止食品加药卫生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
法规。“然而，由于我国目前针对这类
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大部分局限于行政
处罚，处罚力度小，违法成本低；刑事
处罚门槛高，打击犯罪力度不够，难以
起到震慑作用。”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对虚
假宣传行为处罚 20 万元至 100 万元。
何敬阳介绍，这一处罚对大店来说，就
是“小意思”；对于小店，往往采取关门
走路重起炉灶的办法来逃避执法。加
上受害老人维权意识不强，涉及老年保
健品的投诉通常是子女维权，老年消费
者出面指证的少之又少。而此类营销
通常不提供票据或者提供无效票据，难
以确认被投诉对象，因而很难对违法企
业进行处罚。

为了大力整治“保健”市场乱象，今年
年初，市市场监管局按照国家、省的统一
部署，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为期一百天的整
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检查涉“保
健”类店铺 1600 余个，开展宣传活动 110
余场次，查处案件 35 宗，罚没款 10 万余
元，全面落实对直销系统的监管任务。

结合直销负面新闻爆发升温的现象，
该局组织对直销企业和近三年涉及直销
的投诉、案件进行了细致的排查核实；组
织召开了直销企业监管工作约谈会，并组
织其签订了《韶关市直销企业规范经营承
诺书》，督促企业自觉承诺遵纪守法、规范
经营，严格规范直销人员、从严落实营商
管理，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履行直
销企业责任。重点对全市 6家直销企业、1
个直销企业分支机构、36个服务网点、8个
经销商等主要销售日用品、预包装食品、

保健品、护肤品、美容化妆品、家用电器的
店铺等开展了核查。

至该“百日行动”尾声，全市组织重点
清查行动 20余次，整顿涉嫌会议营销的经
营者 53家，约谈直销企业负责人 15次，全
市直销企业分支机构、服务网点和经销商
签订《直销企业规范经营承诺书》120份。

2019 年 6 月 21 日，该局组织成立了
共 30 人的市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志愿者服务队，围绕“理性消费
防范欺诈”开展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志
愿者在各个活动现场通过张贴海报、悬
挂条幅、设置展板、发放食品安全相关科
普宣传资料，大力普及和传播保健食品
科普知识和安全常识；通过有奖问答、现
场实物展示将食品安全知识手把手地教
给市民；同时配合科普宣传进社区活动，
为社区居民开展细致地科普讲座。据统

计，该服务队自成立以来，各项活动协助
相关问题咨询 300 多人次，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 1500余份。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监管：第一
是‘打’，坚持打击不间断，定期、不定期开
展整治行动，保持高压态势；第二是‘防’，
揭露天上掉馅饼的温柔陷阱，联合新闻媒
体及时曝光保健品欺诈的各种骗局，开展

‘五进’科普宣传活动，提高老年人自我保
护能力；第三是‘联’，加强统筹协调、完善
工作机制，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
参与的共治格局。”何敬阳认为，老年人深
陷保健品骗局，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及
家庭对老人关怀的缺失，这不仅是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问题，更涉及老年人权益保
障，需要民政、老龄委、社区等各部门齐抓
共管。

作为市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市百善孝行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谭燕认为，不可
忽略对深陷“套路”的老年人进行正确的
引导与陪护。

她提醒道，根据《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的规定，保健食品系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
功能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
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
食品。保健食品专用标识为天蓝色，呈帽
形，俗称“蓝帽子”，标识的下方注明批准
文号和批准的部门。家属要告诉老人，生
病后首先要去医院诊治，保健品没有治疗
疾病的作用，不可替代药物治疗。

对于有保健品需求的老年人，家属要

提醒他们在日常选择保健品时辨清真
伪，要到合法经营的场所购买，且要索要
并保管好购物小票或发票，作为维护权
益的重要凭据；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选
择合适的有相应保健功能的产品，在购
买时仔细查看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上
面的相关内容和注意事项；要理性消费，
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根据经济情况，量
力而行，不要一次性大量购买某一产品，
身体健康的关键还是要靠均衡的膳食营
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愉悦的心理情绪和
适当的运动。

她建议，如果老年人遭受骗局，要给
老人多讲讲真实的案例，告诉老人不要贪
小便宜，遇事多找子女商量，不要轻信别

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老年人心里清
楚这些所谓的保健品、理疗品并非如此

“神奇”，可却依然愿意参加并选择相信，
其重要原因是子女忙于自身的工作和生
活，忽略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老人以参
加此类活动来排遣孤寂。

“所以我们做子女的要关心家中的父
母、老人家，少些埋怨和责备，多些陪护与
理解，不要给一些商家打亲情牌的机会，
让老人精神世界充实起来。要时常关注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要让老人家知道健康
的身体，并不是靠保健品吃出来的，关键
还是要看我们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
惯。”谭燕说。

监管之困：
调查取证难 违法成本低

市场乱象：
虚假宣传与欺诈有“套路”

发力除“疾”：严格执法社会共治

防范先行：亲情陪护正确引导

目前，我国也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
标准体系，为“保健”市场乱象戴上“紧箍
咒”。8 月 20 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2020 年起，
中国市场上的保健食品必须在其包装注
明“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治疗疾
病”的内容，保健食品市场或将告别“包治
百病”“灵丹妙药”式的浮夸宣传。

即将于 2019年 10月 1日起施行的《保
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
法》确定了保健食品原料名称、用量及其
对应功效的统一目录，该办法规定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审评机构负责组织

拟订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和保健功能目录，
明确了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的
评价方法和判定标准，保障保健食品规范
化生产。

杨珍律师认为，规范“保健”市场乱
象，仍需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的不断细
化，“在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医疗器械监
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基础上一进步细
化注册备案、安全生产、销售及宣传方面
的规定；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刑法》
143条、144条为基础，制定细化司法解释，
有针对性地打击以保健品销售之名行诈
骗之实的犯罪行为。”

何敬阳也提醒，消费者也需要拿起法
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发现保
健品欺诈现象应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
报，也可以拨打电话 12345 举报。“当遭遇
权益侵害时，需收集好有关证据，如推销
人员及销售公司的信息资料、保健品的外
包装、未用完的保健品、付款凭证等，及时
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或起诉。如果被诈
骗的金额巨大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可直
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若保健品存在
无证生产、质量问题、虚假宣传等情况，消
费者也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家
赔偿。”

权益维护：存留证据及时举报

韶关日报记者 吴梦雁 吴嘉宁 通讯员 陈惠韶 王秋萍
图片由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市民派发科普宣传资料，普及和传播保健食品科普知识和安全常识。

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检查药店保健食品销售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