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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健健品品商商家家玩玩失失踪踪
大大把把养养老老钱钱打打了了水水漂漂
买保健品被骗，20位老人维权9个月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我一大早就来了，就是集中大家一起反映一下这个事。”3月15日上
午10点，在万达西广场芝罘区3·15活动现场，70岁的张老先生手里拿着
一张投诉书，他的另一只手里攥着一张写满名字和电话的白纸。张老先
生说，上面登记的这些老人，年龄都在70岁上下，他们在维权中认识。

去年6月份，张老先生与这些老人参加过一个销售保健食品的讲座，
现场交钱后，商家却玩起失踪。到现在9个月过去了，问题还没能解决。

吃“降压”保健品

4个月血压降不下来

吃“降压”保健品，4个月血压
不降……在今年芝罘区3·15维权
活动现场，保健品夸大宣传、退货
难成为多数老年人关注的焦点。

刘师傅和老伴带着没吃完的
保健品和收据来向芝罘区市场监
管局投诉。“我老伴儿今年71岁，血
压高，去年11月份花5000多元买了
两个疗程的‘降压’保健品。”刘师
傅说，现在吃了4个月，血压老是降
不下来。

于女士买保健品花了近12000

元。“我心脏不好，当时说花3980元
买了之后按月分期再退给我，相
当于免费吃，就买了。”现在还有
2000多元没退。“吃了也不管用，还
有些都没开封。”

记者在现场遇到不少有过类
似经历的老人。老人对保健品的
不满主要集中在夸大宣传和退货
难两个问题上。

这边还在诉说

那边已开抢免费茶

先办参会证，到场就送小礼品

张老先生介绍，2014年6月19日，他在路
上接到传单说有一个健康讲座，便准备去
听听。“想要听讲座，得先交10元，办一张参
会证，否则不让听，不过会议结束时10元就
会返还。”地点在烟台发电厂对面的一个酒
店里，大约有200人参加。

“会议开了3天，商家也赠了不少小礼
物。”除了赠送礼品，会议现场还有一名来
自北京的专家讲解相关健康知识，随后便
是推销产品。“现在想想，3天的讲座，就是
洗脑的过程。”对方推广销售的产品为金晚
霞牌王浆胶原蛋白，称这款产品可以提高
身体免疫力、软化血管、治疗多种心脑血管
疾病。

“为了让大家相信，现场，商家还做起
实验。”与张老先生一同维权的蔡先生回
忆，商家从台下叫了一位老人上去，在一个
水杯中滴了几滴鲜血，并把药品溶解到其
中，血液快速扩散溶解了，以此来证明这款
产品的疗效。“现在想想，这个实验能代表
啥，但当时晕晕乎乎地就相信了。”

交了万余元，退了货钱却不给了

蔡先生说，会议第二天下午，对方开始
推销产品，每箱售价3700元，并给出了诸多
优惠条件，称订单接受时间最晚截止到当
天下午3点，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他交上
了3700元，订购了一箱，而张老先生则下了3

个订单，交了11100元，对方当场给开了收
据，并给了产品。

“拿回家发现其中一箱少了4盒，我就
感觉不对劲，对这个商家和产品产生怀
疑。”第3天开会的时候，张老先生便把产
品提了回来，提出退款，“商家看了看，收
下了保健品，称过两天会退款，“当时心想
有发票，也没过于争执，想不到商家却玩

起失踪。”
像张老先生没得到退款的人并不在少

数。“有些老人交钱后，没产品了，让先等
等，最后就没信了；有些申请退货，退了产
品，钱却一直不给。”张老先生说，为了将上
当受骗的老人集中在一起维权，他一直打
听，目前已有近20人加入。

张老先生说，事后，他联系了会议的一
名刘姓负责人，但对方开始说让等等，再后
来就说自己出车祸了，在医院住院，再到后
来，干脆不接电话了。后来，张老先生想起
会议现场曾悬挂着烟台知新科技有限公司
答谢会的横幅，于是他们联系了公司的田
姓负责人，但对方现在不承认此事。

维权9个月，希望更多人一起维权

根据张老先生提供的电话，记者拨通
了烟台知新科技有限公司的田姓负责人电
话，对老人买保健食品上当的事，这名负责
人说，自己公司并没有举办过这个讲座，也
并不销售保健食品。

“公司一直是做饮水机、净水设备的。”
田姓负责人说，他们公司成立已久，在烟台
有一定名声，下面也没有一个刘姓的经理，
可能是有人冒充他们公司举办保健食品讲
座，欺骗老人。

对田姓负责人的说法，张老先生并不
认同。张老先生说，他们曾在会场见到过对
方，也曾到公司找过，第一次去的时候，对
方承认去了会场，而第二次找的时候，对方
不承认了。而会议现场的刘姓负责人电话
已经是空号。

自2014年6月19日至今，已有近9个月时
间，张老先生说，这些老人的经济损失有8

万多元，他也曾到工商消协投诉，也到公安
报过案，但目前还没有解决。“应该还有很
多老人上当。”张老先生希望遇到此事的人
尽快和他联系，也希望知情人提供更多线
索和证据，大家一起来维权。

如何简便区分

保健品和药品

如何简便区分普通食品、保健
食品和药品？

据介绍，保健食品上都有天蓝
色、呈帽形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
子”。

区分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可
以查看包装上面的食品标志，保健
食品有“蓝帽子”标志，如果没有就
需要注意。

而区分保健食品和药品时，最
简便的方法还是先看是否有“蓝帽
子”标志；药品的话都有“国药准
字”4个字。

应注意保健品

五大宣传陷阱

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出
了5个常见的保健品宣传陷阱：健
康讲座、免费活动、权威证明、专家
义诊及药到病除。

很多商家在宣传的时候，多把
疗效挂在嘴边，很多老人迷信这些
东西带来的健康效果而选购，但是
尝试之后发现其实没那么神奇，才
出现很多投诉案例。

保健食品并非药品。根据《保
健 食 品 检 验 与 评 价 技术 规 范 》

（2003年版），保健食品起的作用包
括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脂、辅助
降血糖、辅助降血压等，并且同一
配方保健食品申报和审批功能不
超过两个。意思是说，保健食品只
起到辅助作用，并不能代替药品，
宣传的功能按规定也不能超过两
种。

本报记者 张晶

反反思思：：老老人人屡屡屡屡上上当当，，根根源源究究竟竟在在哪哪里里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那个时候，我真感觉卖保
健品的销售人员，就像自己的儿
女一样，甚至比儿女还亲。”一位
曾经上当受骗的老人如此感叹，
她生病住院的时候，销售员经常
去陪床，端茶倒水，一声一个大
妈，让她心里很温暖。也正是这
张感情牌，让她放下了最后一道
心理防线。

老人屡屡上当，根源究竟
在哪里？“这是由多方面的原
因造成的。”山东人大代表王
全 杰 认 为 ，有 老 人 自 身 的 原
因，有子女的原因，也有社会
的责任。王全杰说，老人的知
识结构比较老化，思想单纯，
很容易轻信一些不良商家的
虚假夸大宣传。

“相比年轻人，老人比较清

闲，对身体健康也格外关注。”王
全杰说，再加上子女工作繁忙，
与老人沟通交流不够，这种情况
下，很容易加大老人买保健品上
当受骗的概率。

“在国外，保健食品非常普
遍，食用者不在少数，但你看不
到那么多乱七八糟、夸大功效的
宣传。”王全杰说，恰恰相反，国
外的保健食品商家在这方面显
得很“低调”，因为一旦出现问
题，商家可能要背负巨额的经济
罚款和处罚。

“一些商家缺少社会责任
感，整个国民素质也有待于提
高。”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需要
多管齐下，王全杰说，政府监管
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对不良商
家的不良行为加强惩治，此外，
多针对老人组织一些消费方面
的法律法规宣传。

价格虚高让矛盾更突出

“性价比太低，是国内保
健食品矛盾一直不减的主要
根源。”多年来，长期致力于
保健食品投诉检查的烟台工
商人士李先生说。

李先生认为，国内的保
健食品价格普遍偏高，一盒
售价动辄数千元，可谓高档
产品，在宣传上一些商家又
往往信誓旦旦、夸大功效，老
人满怀期望地花高价购买食
用后，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
果，矛盾势必激化。

李先生说，他曾经查处
过一家销售老人保健食品的
不良商家，在查对方账目的

时候，发现一瓶保健食品的
进价是7 . 24元，而他们的售
价则是每瓶高达528元，中间
的利润空间大得惊人。“这种
畸形的虚高价格，使矛盾更
加突出。”

李先生说，在国外，保健
食品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食
品，售价大都在10美金左右，
有的还更便宜，作为一种食
品的辅助，很多人都在食用，
商家和消费者都很理性。“国
内一些商家把这个东西炒得
过了，没有回归理性，如果保
健食品价格亲民，也许投诉
和矛盾会少很多。”

一大堆老人聚在一起尚未听
完其他老人讲述的买保健品被骗
的事，转身看见有公司免费赠送

“神仙茶”，径直过去排队。
一家经营桑叶茶的公司正在

现场为排队的老人免费发放桑叶
茶，只要留下姓名、联系方式等，
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桑叶茶。不
少人闻风聚了过来。现场约有40位
老人井井有序排队等候。

5分钟过后，发放赠品的工作
人员喊道：还剩最后10盒，领完即
止，后面的老人不要再排了。

有的老人心里有些不满，冲
着前面喊“都排很长时间了”。此
时排在前面的老人开始拥挤，最
前排的老人抢着登记自己的信
息。

工作人员皱着眉头大声喊：
“不要再登记了，已经发完了。后
面不要再挤了。”展台的桌子被老
人挤得错了位，有些老人被挤得
受不了，自觉离开了。

记者从工作人员提供的宣传
资料中了解到，桑叶茶能降血糖、
降血压、降血脂，还美容养颜，是
不影响休息的“神仙茶”。

本报记者 张晶

现场

20位老人买保健品被骗，来到现场维权，本报记者找到当事人了解情况。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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