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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老孙渊化名冤在外屋忙着
招呼客人袁里屋桌上袁一台形
似饮水机的电疗仪在书桌上
静静地躺着袁数据线连着的皮
垫子摊在椅子上袁但已经两个
月没通过电了遥 当初袁为了治
腰疼袁老孙花 11000 元买这个
野理疗神器冶遥 老伴觉得老孙上
当了袁就与他闹了别扭遥 现在袁
老孙又被事实打了脸遥
野治疗的效果确实是没
有袁 但坐了会让人舒服一些袁
只能说起到 20%的作用遥 冶不
过袁 老孙在嘴上还是不太服
输袁野任何东西不都这样吗袁没
有 100%的效果遥 冶
老伴 可 不 给 他 留 情 面 院
野当初讲课的时候说袁 对血压
高也有用袁 对血脂高也有用袁
对糖尿病也好的袁样样都好的
东西肯定是骗人的遥 冶每到此
时袁老孙只好沉默袁无法组织
有力的语言反击遥
相比之下袁老廖渊化名冤正
庆幸当初的理智遥 他与老孙住
同一个小区袁也曾天天去坐电
疗仪袁一开始也觉得对身体有
好处袁但最终还是理性占了上
风袁没有慷慨解囊遥
野每次去都给我们讲课袁
最开始的时候让大家坐在电
椅上袁手里让我们拿一只日光
灯袁 开关一开袁 日光灯就亮
了遥 冶老廖对当时的场景还历
历在目袁野课也讲得天花乱坠袁
说能清理血管的垃圾袁清理了
垃圾后袁身体就好了遥 冶
只是袁老廖坐了一段时间
后袁 觉得睡眠比之前有所好
转袁 但其他方面没有感觉袁原
有的高血压丝毫没有变化遥 真
正引起他警惕的是袁卖家的营
销伎俩袁野当时有 50 多个老人
报名要买电疗仪袁但卖家说只
有 40 台袁 有 10 多个人买不
到袁如果实在想要的袁他需要
去向总部申请遥 冶
老廖心里纳闷袁这么多人
要买怎么会没货袁按说应该要
多少有多少的遥 他慢慢咂摸出
味来袁 再加上与他同住的儿
子尧儿媳的劝诫袁他就再也没
去体验过遥 后来得知老孙买了
一台袁 他还去打听过效果袁然
后有点小确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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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量

高电位治疗仪披着高科技
的外衣袁是更具迷惑性的保健产
品袁极易让老年人上钩袁而且近
年来频繁出现在会销场所遥
野我们已经多次收到老年人
的子女投诉遥 去年也查处了一起
高电位治疗仪会销的案件遥 冶区
市场监管局药械科科长俞薇说袁
野检查时发现这款产品有国家注
册证袁属于医疗器械袁其注明的
功效是对失眠尧便秘等具有辅助
治疗作用遥 但是袁推销时宣称能
清理血管袁属于虚假宣传遥 冶
由于给老年人洗脑尧虚假宣
传等行为袁取证较为困难袁违法
者营销的手段又越来越隐蔽袁区
市场监管部门对类似案件查处
的难度不断增大遥 野但我们一定
会努力袁尽量不让违法违规的东
西在临安遥 冶俞薇充满底气地说遥
她的底气来自于去年 11 月
以来袁市场监管部门对保健品会
销的重拳出击袁接连办了几个大
案袁对推销乱象起到较大震慑作
用遥
影响最大的是红瑞乐邦的
案子袁去年 12 月 6 日袁锦城尧高
虹尧於潜尧龙岗等几个市场监管
所联合行动袁一举端掉了潜伏在
临安的五个窝点遥 作为主战场袁
锦城所查处了两处遥
所长姚柳波对当天的执法
场景记忆犹新院野联合行动当天袁
我们几个队员冲进红瑞乐邦位
于锦城新天地的一处营业房袁当
时有 50 名老年人在现场唱歌袁
房间墙上的电视里正播着黄梅
戏遥 冶
执法记录仪摇摇晃晃地拍
下了当时的画面遥 销售人员拿着
话筒袁理直气壮地表示袁只是组
织大家唱黄梅戏袁没有销售任何
东西遥 令人意外的是袁现场的老
年人也是同样的说辞遥 姚柳波拿
起墙上货架展示的包装盒和瓶
子袁发现都是空的袁一时还真拿

他们没办法遥
就在姚柳波绝望之时袁有队
员在一只垃圾桶里发现了一本
红瑞乐邦的销售记录袁上面记着
一个个名字尧销售数量尧销售金
额和联系方式袁共有 76 人遥 执法
人员的敏锐告诉他袁这是一本销
售账本袁只要能找到上面记录的
购买者袁此案就有希望突破遥
野我们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
过去询问是否还有剩余的产品袁
有的说吃完了袁有的直接说不愿
意提供遥 冶打了 20 多个电话袁终
于有一位韦阿姨接了电话说袁家
里还剩一箱未拆封袁是一年前买
的遥
在执法人员劝说下袁韦阿姨
渊化名冤 带着一箱保健品来到了
市场监管局锦城所袁配合调查取
证遥 姚柳波发现袁这是一款牦牛
酸奶粉固体饮料袁 属于普通食
品遥 厂家还玩了个心眼袁包装盒
上野固体饮料冶四个字的颜色跟
盒子底色很接近袁不仔细看很难
辨认袁因此老年人都误以为是牦
牛酸奶粉遥
另一个猫腻是袁包装盒上标
注着乳酸菌含量是 10 的 11 次
方级袁但市场监管部门委托检测
后发现袁 实际含量只有 10 的 6
次方级袁也就是只有标注的十万
分之一遥
这成为此案的突破点袁市场
监管部门以销售不合格产品立
案查处了红瑞乐邦袁作出了没收
违法所得 37800 元袁罚款 425000
元的行政处罚袁创下了临安区保
健品会销违法的罚款纪录遥
作为打击保健品违法会 议
营销的牵头科室负责人袁俞薇梳
理了去年 11 月开始的专项行动
战果院 共检查会销场所 105 家
次袁立案查处 24 处袁帮助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10 余万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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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林冤

套 路

与保健品违法会销斗争了多
年袁姚柳波渐渐摸清了对手的惯用
套路遥 通常先以小礼品或免费体
验袁诱惑老年人参加会销袁然后开
始讲课洗脑袁并夸大宣传袁让老年
人对疗效深信不疑遥
野他们给老年人放 PPT袁先讲水
对人的重要性袁以及现在水污染有
多重袁污染的水给人带来了多种疾
病遥 然后说袁广西有个长寿村袁那里
的人都很长寿袁就是因为水好遥 冶姚
柳波例举一起净水机会销案袁野火
候差不多了袁 才转到净水机上了袁
宣称可以去除杂质尧重金属袁还能
调整 PH 值袁补充微量元素袁提高免
疫力袁对高血压尧高血脂尧冠心病尧
糖尿病等疾病都有很好的疗养作
用遥 冶
该案当事人的笔录还显示袁洗
脑的过程还包括虚构公司总监的
身份袁打着惠民工程的旗号袁为的
就是让老年人觉得天上掉馅饼了遥
姚柳波说袁还有的保健品会销
套路更深遥 他们一开始就是给老年
人上健康课袁 开展一些文艺活动袁
甚至组织大家旅游袁 也不推销东
西遥 平时跟老年人联系很密切袁老
人生病了就上门看望袁每天电话慰
问袁还陪老人去医院看病袁甚至给
老人洗脚的都有袁充分赢得老年人
的信任遥
亲情牌打得差不多了袁他们会
根据总部的安排袁在某一天组织活
动时声称公司搞优惠活动袁有产品
可以买遥 这时袁很多老年人都会慷
慨解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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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套路的老年人对保健品销
售人员的信任袁常常超过子女遥 姚
柳波印象很深的一起投诉袁是子女
来反映袁家里的老人自从买了保健
品回来以后袁 连药也不肯吃了袁结
果血压尧血糖都出了问题遥
俞薇有时候也很惊讶于保健
品会销的魔性遥 曾有个相熟的老
人袁俞薇多次劝说他别去参加类似
的活动袁更别购买遥 老人也相信俞
薇袁表示只是去看看袁绝不购买遥 但
事后袁 俞薇发现老人还是没忍住袁
买了几千元的保健品回家遥
在查案过程中袁俞薇还发现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遥 当执法人员查处
会销时袁很多老人是站在销售方一
边遥 野老人们常说袁他们人很好的袁
不要打扰我们听课遥 冶这令俞薇哭
笑不得袁 也给调查取证带来了难
度遥 很多时候袁得先让听课的老年
人都散去了袁再调查遥
今年开始袁姚柳波会经常去社
区或老年大学讲课袁揭秘保健品会
销的套路遥 他总结出 野七不信冶和
野五警惕冶袁比如宣称包治百病的不
能信曰有专家尧病人现身说法的不
能信曰 宣称权威机构成果的不能
信曰免费礼品尧免费试用的要警惕曰
非政府组织的老年人活动要警惕
等等遥 区市场监管局质监中心还根
据真实案例编排了小品节目叶小心
保健品的坑曳袁 讲述了骗子对老年
人进行洗脑尧打亲情牌尧行骗及市
场监管部门严厉查处的全过程袁提
醒群众别上虚假宣传的当遥

心 路

保健品会销伎俩并不算高明袁
为何老年人容易上当袁区市场监管
局的执法人员也在分析遥
姚柳波认为袁 老年人渴望健
康袁现在又有些积蓄袁容易被保健
品吸引遥 更重要的是心理需求袁很
多老年人不与子女住一块袁子女可
能一个星期来看一次袁 甚至更久袁
但保健品会销人员经常上门走访
看望袁亲情牌打得很好袁会销场所
可以天天去袁 还有活动可以参加袁
社会交往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遥
再者袁就是老年人的辨识功能相对
较差袁容易被洗脑遥
上海市消保委曾在 2017 年底
发布过一则叶老年保健品消费调查
报告曳遥 报告显示袁近 75%的老人面
临健康问题袁68.1%的老人一年内
曾购买过保健品遥 但 54.5%的子女
认为父母非常健康袁仅有 50.8%的
子女曾为父母买过保健品或保健
器械遥 此外袁49.0%的子女表示自己
与父母关系非常亲切袁 但仅有
17.8%的老人这么认为遥 因此袁不了
解老人的真实健康状况尧忽视老人
的情感需要袁成为子女易犯的两大
错误遥
另一组有意思的调查数据是院

自述与子女非常亲近的老年人中袁
非理性消费保健品的比例为
27.8%曰 自述与子女关系比较或非
常疏远的此比例达 100%遥 这在很
大程度上说明袁老年人非理性购买
保健品满足的更多是心理需求尧社
交需求遥
电视剧叶都挺好曳中袁苏大强欲
与保姆蔡阿姨结婚被子女阻止后
有一段心理独白院野小蔡就是拿了
我点钱袁我也愿意遥 她能陪着我尧体
贴我尧照顾我袁你们谁能啊钥 冶虽明
知保姆是贪图钱财袁但这一问令苏
明成和苏明玉无言以对遥
保健品会销活动中的老年人
又何尝不是需要陪伴和社会交往遥
在分析原因时袁俞薇也提到了老年
人的社交需求遥 她说袁不少老年人
一开始是抱着不买的信念袁仅打算
参加活动而已袁后来才被虚假宣传
误导和诱骗遥
在姚柳波的印象中袁有些老年
人的非理性消费发生在自己家里遥
他们平时太无聊了袁 经常看电视袁
而那些电视购物通常很有煽动性袁
很能引起老年人的注意遥 看得多
了袁就容易被套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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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解

随着打击力度加大袁 保健品会
销收敛了许多袁 但很有可能过一段
时间就抬头了遥俞薇分析说袁价格虚
高尧虚假宣传袁决定了这一类保健品
必须走会销的模式袁 对象还是老年
人遥
区市场监管局还在积极探索卫
健部门合作袁发挥家庭医生的作用袁
宣传保健品的正确知识袁 提高老年
人的辨识力和野抵抗力冶遥
保健品正确知识的科普袁 姚柳
波今年一直在做袁 他和同事们先后
走进了胜利尧新民里尧长路畈等五六
个社区袁 希望让老年人看懂蓝帽子
标志袁清楚的知道属于野国食健字冶
的保健品袁不具有治疗功能袁更不能
替代药品遥
姚柳波还希望袁 对保健品会销
乱象的打击能形成部门合力袁 改变
由市场监管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遥
野我们只能作出行政处罚袁罚款的数
额也有限袁违法成本还不够高袁难以
形成不敢违法的震慑遥 冶 姚柳波坦
言遥
他还提出袁 要加强对老年人的
关心关爱袁 尤其子女要了解父母亲
的健康状况和心理需求袁 以免老年
人陷入缺爱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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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野有病治病袁没病强身遥冶这也许
是很多老年人对保健品的认识遥 区
人民医院营养科夏丹对一个病例
印象深刻遥 父亲因肿瘤住院袁陪护
的儿子拮据到吃两个馒头当中餐袁
但床头柜上有省吃俭用省下来 500
多元买的一罐蛋白粉遥 夏丹忍不住
跟他们说院野吃完这罐就不要再买
了遥 冶
野多数时候我真的觉得没必要
吃袁绝大多数健康的人只要膳食平
衡袁就可以保证营养均衡遥 住院的
病患也只有在临床医生觉得营养
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袁才会要求营养
科介入协助治疗遥 冶夏丹表示遥
野保健品市场水很深袁我们营养
科现在只推荐特医食品遥 冶 特医食
品全称为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袁
必须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
食用遥
保健品除了食用型袁 还有器械
类遥 区人民医院康复科主任魏居瑞
认为袁主打磁疗功能的保健床尧保健
椅这类产品没有临床实验为依据袁
疗效不明曰磁疗的强度未知袁不同
病人需要的强度不同袁强度过大反
而有损健康曰最重要的是袁使用器
械还要看自己有无禁忌症袁比如静
脉血栓患者就不能按摩遥在临床上袁
用到磁疗的只有中风后遗症尧脑病
患者等遥
野使用器材保健要慎重袁我们医
务人员都会在器材上贴上适应症
和禁忌症遥 每个人的情况都千差万
别袁使用什么尧怎么使用袁最好在医
生指导下进行遥 冶魏居瑞态度明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