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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治行动让“保健”市场
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引发乱象
的隐患和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
在。为有效进行源头治理，我市从
多方面建立并完善了“保健”市场
经营单位监管的长效机制。

针对不定时、不定点、监管难
的会销，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
关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非政府
会议(活动)报备及监管制度》，督
促为“会销”保健品提供场地的宾
馆、酒店、文化礼堂、老年协会活
动室等提前报备会议 (活动)情
况，部门在收到报备信息后提前
介入，指导规范，将违法行为发现
在初始、解决在萌芽。今年以来，
共报备非政府会议 (活动)83场
次，多部门联合审查会议18场
次，会议现场核查64场次，制止
会议5场次，提前指导纠正违法
行为30起，全市会销活动呈现明
显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局还将
把“保健”市场经营单位纳入首批
信用监管范围，依托我市特有的

“一网通管”平台，对保健品生
产经营者创新实施12分制信
用记分管理，对未达到行政处
罚的违法行为进行记分，与全
市“综合信用分”挂钩，对进行
行政处罚的直接扣减相应“综
合信用分”，有严重违法行为的
直接列入黑名单。全面清查对
保健品的评比、评优、评牌活
动，确保政府部门不为企业背
书，只设“黑榜”，不设“红榜”。

把推进社会共同治理作为
重要工作着力点，一方面加强
舆论宣传，创新形式，丰富内
容；另一方面借助各方力量，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主动发声，开
展保健品“五进”活动，赴老
年大学、鸡鸣山社区、怡乐新
村等开展宣传；在查处重大案
件、端窝挖点案件过程中，主
动邀请新闻媒体全程参与，跟
踪报道；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
与到整治“保健”市场乱象行
动中来，建立保健食品安全社
会监督员队伍。

一瓶口服液，糖尿病、高血压、胃炎、鼻炎、痛风、各类癌症等都能治，号称包治百病；一粒胶囊，无需节食、无需运运动、快速减肥，挑战月瘦20斤；预防老年痴呆保健品，

中科院科研成果转化；知名专家莅临讲课，还能免费送礼品……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形形色色的保健品开始进入大家的视线。这其中，不乏一些不法商家为了经济利益，，利用健康讲座、免费赠礼等手段，诱使不明

真相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占主流的老年人群体购买高价保健品，更有甚者为了提升产品的效果，在普通食品中非法添加药药品成分，极大地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经济

利益，乃至亲人关系。

自今年1月15日以来，由市场监管局牵头，市政法委、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卫健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网信信办、综合行政执法局、民政局和融媒体

中心等11部门联合，向我市“保健”市场乱象“亮剑”。行动以保健食品、功能食品、保健医疗器械和宣称具有“保健”功能的的日用品为检查重点，严厉打击欺诈营销、虚假宣

传和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确保我市“保健”市场秩序安全稳定。十二部门还专门下发《义乌市联合整治“保健”市场场乱象行动实施方案》，成立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整治行

动开展10个月以来，各相关部门坚定履职，“保健”市场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执法人员在亮明身份以
后，先后查看证照是否符合要
求，宣传资料、相关产品是否合
法……这是市场监管执法人员
正在对辖区内一家保健食品经
营单位进行检查。

“今年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类似的检查几乎每天都在进
行，对‘保健’生产经营单位检
查已经是常态化了。”市场监管
局稽查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场监管局围绕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
商品和服务、重点区域和重点
人群，集中执法力量对重点违
法行为进行重点攻坚，将案件
查办工作作为检验行动是否取
得实效的检验台、试金石。

共办结“保健”市场乱象
案件79起，罚没款258 . 43万
元，移送公安追究刑事责任6
起，为消费者挽回损失30余
万元。

抓源点、盯焦点、查重点是
本次执法行动的三大关键。抓

源点，市场监管部门召集全市
160余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开展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化妆品广告业务培训及规
范化经营专题会议，组织义乌
融媒体中心、市中医医院、浙
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10家单位召开了医疗药品广
告行为行政指导会，加强行
业自律和诚信建设。盯焦点，
针对人民群众投诉举报多、
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

“会议推销”“体验推销”和
“旅游推销”等领域，明察暗
访开展重点攻坚，分别办理
了某口服液虚假宣传会销
案、某电位仪虚假宣传体验
营销案和某熊胆粉虚假宣传
旅游营销案。查重点，即围绕

“保健”乱象比较突出的企业
或经营户，逐一排查，深挖线
索，重点查处一批典型案件，
比如某微商虚假宣传案、某
电商销售添加药品成分减肥
产品案等。

义乌市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典型案例
今年以来，义乌市市场监管

局联合市政法委、公检法等12部

门开展整治“保健”市场乱象行

动，对我市“保健”市场乱象进行

系统整治，整治时间全年。这次围

剿“保健”市场违法行为战役中，

市场监管卫士们查办了一批严重

危害民众健康的伪“健康产品”和

一批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不良

商家。为提醒广大消费者和震慑

违法犯罪分子，市场监管局从中

选取了以下典型案例：

1 .张某刚、张某松制售假冒及非法添加西地那非
壮阳保健品案

2019年3月22日，市场监管局对我市义乌港某仓
库进行检查，现场查获标有“CialiS”字样片剂9 .426万
板，标有“pfizer”“VGR100”字样散装黄色裸片20万
片、散装棕褐色裸片20万片，标有“VigRx”字样散装黄
色裸片20万片、散装白色裸片20万片，共计货值一亿
余元。经检验，上述五种产品均检出西地那非成分。经
鉴定，上述物品均为假冒产品，被认定为假药。因涉嫌
生产假药罪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市场监管局将该
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19年8月7日，市场监管局联
合义乌市公安局在广州市查获假药生产窝点，现场抓
获犯罪嫌疑人张某刚、张某松，缴获生产假药设备9
台，原材料、半成品等10余吨，成品200余万粒，货值达
2000余万元。

案件启示：在这些产品制造过程中，西地那非被大
量滥用。大剂量服用含有“西地那非”成分的假药可能
会引起严重副作用，甚至造成死亡。

2 .郑某凯等人销售假冒肉毒素案
根据消费者投诉，市场监管局对某网店涉嫌销售假药

案立案调查，案件移送义乌市公安局后联合开展调查，先后
在山东青岛、河南郑州、河北三河等三地抓获3名犯罪嫌疑
人，其中在山东青岛嫌疑人郑某凯的住处查获假冒“保妥
适”30瓶、“保妥适”半成品305瓶、“衡力”牌A型肉毒瘦10
盒、“Dysport”14盒、“MEDITOXIN”28盒、“Juvederm”6盒
等物品。经鉴定，上述物品均为假冒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
危害严重的副作用。经查，3名嫌疑人在微信、快手等第三
方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上述假冒产品的销售记录为50余万
元。因涉嫌销售假药罪，3名嫌疑人均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案件启示：因为肉毒素是受严格管控的，药品批发采购
企业只会将正规肉毒素提供给具有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
爱美女性要谨慎选择网购，要通过正规机构购买和使用美
容产品。

3 .管某销售添加西布曲明减肥食品案
管某经营一家网店销售减肥类产品。市场监管局

在管某经营场所，发现声称具有减肥保健功能的食品
“曲馨搭档”胶囊4瓶、散装“曲馨搭档”胶囊279颗、空
瓶身28个、空瓶盖69个。经检验，在上述“曲馨搭档”胶
囊检出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
有兴奋、抑食等作用，可能产生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厌
食、失眠、肝功能异常等危害严重的副作用。经查，管某
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上述“曲馨搭档”胶囊的销
售记录为40余万元。因当事人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市场监管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启示：一些不法分子会采用非法添加的做法
来使产品效果更加明显，同时打出极具诱惑力的宣传
文案，实现提升产品销量的目的。消费者在选购减肥类
等保健食品时，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
保健食品的相关信息，确保产品正规合法。

4 .浙江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策划传销及虚假
宣传案

浙江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招收代理商的方式，销
售“纤行者”特殊膳食产品和“觅青春”抗菌凝胶产品，将
招收的代理商设置为VIP、经销商、县级、市级、省级经销
商、销售经理、销售总监七个级别，实施推荐其他代理商
获得推荐奖励，并在各代理间构成层级关系的奖励方案。
该公司要求被招收人员以认购商品的方式，取得加入资
格，并发展其他人员形成上下级关系，以下线的销售业绩
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以此牟取非法利益。另在该
公司宣传素材中有“纤行者特殊膳食产品，调理肝脏，排
毒，降脂；觅青春抗菌凝胶产品有效改善妇科炎症”等虚
假宣传内容。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等规定，市场监管局决
定对该公司处罚款50万元。

案件启示：在“保健”市场中，一些不法分子借保健为
名的销售，干的是传销的勾当，通过传销实现快速销售产
品获取资金的目的。同时在销售过程中，也会存在虚假、
夸大宣传产品功效等违法行为。

5 .浙江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组织策划虚假宣传案
浙江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委托生产或者库存收

购等方式，从事美体衣类的纺织品、护颈护腰类护具产品
和富氢水素杯等产品销售。该公司自行设计内容为“改善
腰肌劳损、活血镇痛、改善微循环、能量石，具有排毒的作
用”的盒子、吊牌、产品说明书及介绍折页等材料，利用上
述材料对纺织衣物、护具等进行包装，宣传上述功效，
并虚假设计促进血液循环的微循环显微实验，误导消
费者。另该公司利用其微信公众号宣称其销售的富氢
水素杯具有改善微循环、抗病防衰老、排毒养颜等功
效。经核实，上述功效宣传均为虚假宣传。该公司虚假
宣传其所经营产品的功效误导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市场监管局决定对该公
司拟处罚款50万元。

案件启示：与一般虚假宣传销售保健品案件不同，本
案中违法当事人组织生产相关产品，并自行设计策划包
装、实验、微信公众号等多种虚假宣传方式误导消费者。

6 .沈阳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会议营销模式虚假
宣传案

沈阳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我市某酒店举办会议活
动推销“拉法口服液”。会议中，有多名人员上台分享其服
用“拉法口服液”治愈某种疾病。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现
场介绍时宣称“服用拉法针对病根，消灭症状，彻底恢复，
绝对安全”等内容。现场分发的宣传单上内容为“拉法使
各种各样的疾患，完全获得健康。比如脑出血、脑血栓、甲
亢、甲减、先天性的基因缺失和上千种罕见病，都得到了
惊人的效果”。事实上，该口服液为保健食品，没有治疗功
能。该公司虚假宣传其所经营产品的功效误导消费者，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市场监管局
决定对该公司处罚款30万元。

案件启示：这是一起典型的保健品会议营销虚假宣
传案件，组织潜在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举办会议，会议现
场以真人分享、健康知识讲解、虚构产品疗效等方式推介
产品。市场监管局前期通过暗访外围调查、组建“大叔找
茬”团队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进而查处案件。

7 .义乌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旅游推销模式
虚假宣传案

义乌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经营“奥诺
康”相关产品。在推销中宣称：奥诺康辅酶Q10：保护心
脏、抗肿瘤等。奥诺康肝舒胶囊：护肝、健脾等。奥诺康
圣葆：滋补肾脏、益精明目等。奥诺康多烯酸：抗血小板
聚集、抗血栓等。上述产品均为保健食品，宣传内容超
出了国家审批的保健功能范围。另该公司在组织消费
者旅游途中，推销奥诺康维C泡腾片，宣传奥诺康维C
泡腾片具有治疗坏血病、治疗贫血、防癌等功能，实际
上奥诺康维C泡腾片属于普通食品。该公司以虚假宣
传其所经营产品的功效误导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市场监管局决定对该公司
处罚款30万元。

案件启示：这是一起典型的保健品旅游营销虚假
宣传案。商家以极低价格或者免费组织人员前往外地
厂家或者周边某风景点参观旅游，并在路途中和目的
地虚假宣传相关产品功效躲避监管。

8 .义乌市某食品有限公司利用上门、电话推销模式
虚假宣传案

义乌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经营熊胆粉，未取得药品批
准文号。该公司向消费者宣称熊胆粉有保肝利胆溶石、降

“三高”、抗肿瘤等十大神奇作用，并向消费者介绍针对冠
心病、脑中风和肝癌等不同疾病服用方法。另外该公司还
收集了内容主要是消费者姓名、性别、年龄、联系电话、住
址等资料，准备用于联系顾客推销商品。该公司以虚假宣
传其所经营产品的功效误导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市场监管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
款20万元；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市场监
管局决定对该公司处罚款2万元；合计并处22万元罚款。

案件启示：这是一起典型的保健品上门、电话推销的
虚假宣传案件。商家以免费赠送礼品的方式来获得潜在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进而通过上门或者电话虚假夸大宣
传产品功效误导消费者购买。

9 .义乌市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利用体验营销模
式虚假宣传案

义乌市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义乌市江东街
道龚大塘村提供电位治疗仪免费体验服务。在体
验过程中,该公司的员工对体验者进行宣讲，宣称
通过电位治疗仪的调理，净化血液，经血排毒，逐
步治愈静脉曲张。现场还播放了视频，以使用者的
名义宣传该电位治疗仪对失眠、背部疼痛、静脉曲
张等有疗效。该电位治疗仪产品注册证编号是：陕
械注准20162260004，对神经衰弱、高血压有辅助
治疗作用，并无其他治疗功能。该公司虚假宣传其所
经营产品的功效误导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市场监管局决定对该公司处
罚款20万元。

案件启示：这是一起典型的保健品体验营销虚
假宣传案件。商家以免费体验为名，行虚假宣传为
实，在免费体验中虚假宣传体验产品疗效，误导体验
者以高价购买产品。

10 .义乌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健康咨询
模式虚假宣传案

义乌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尊羊”全脂纯
羊奶粉、“柏寿齐”亚麻籽油、“华洋宏大”富硒植物速
溶茶和“华洋宏大”水解胶原蛋白粉等产品。该公司
采用邀请顾客到店，通过开讲座或员工单独介绍的
方式宣传销售产品。在宣传产品时，播放内容为亚麻
油产品有消炎功效；胶原蛋白产品可以抑制癌细胞，
活化细胞的机能；硒元素产品有防癌功能；羊奶有利
于治疗糖尿病等。经核查，该公司销售的上述产品均
为普通食品。该公司以虚假宣传其所经营产品的功
效误导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规定，市场监管局决定对该公司处罚款20万元。

案件启示：商家以所谓知名专家莅临讲课、免费
送礼品等吸引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到店，在店内以
所谓“专家”“健康顾问”等名义虚假宣传经营产品的
功效误导消费者购买。

11 .应某红利用微信虚假宣传案
义乌市某电子商务商行以微商的方式经营“羽悦本草”

相关产品。该微商在其使用的微信账号朋友圈内，发布有大
量“羽悦本草”产品的宣传内容，具体内容有“清源果酵素果
冻，祛斑、解酒、护肝等”“瘦瘦包：与肥胖和疾病说拜拜；膝
包：帮助你改善风湿关节炎；养肾包：增强肾动力改善肾虚；
养巢包：女人永葆青春秘密武器”。当事人经营的“羽悦本
草”产品，其中瘦瘦包、养巢包等套装产品均为智能加热防
护腰带以及中草药粉末包，并非医疗器械，另有一款“清源
果”产品属于普通食品。该微商虚假宣传其所经营产品的功
效误导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定，市场监管局决定对该微商处罚款20万元。

案件启示：近年来，依靠微信即时交流的功能，微商发
展迅猛。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经常被微商刷屏，在内容上也
存在虚假、夸大的内容。今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将微商列入电商范畴，加大了对微商虚假
宣传、销售假冒伪劣等行为的整治。

12 .义乌市某食品公司生产包装说明书涉及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的普通食品案

义乌市某食品公司通过购进原料人参味固体饮
料，然后分装生产为人参茶冲剂，并在人参茶冲剂包
装盒上标注“人参茶具有大补元气、宁身益智、强心
补肾、补脾健胃、益气生津、补虚扶正、延年益寿之功
效，能滋补强身外，在防癌、抗衰老、治疗胃和肝脏疾
病、糖尿病、神经衰落、失眠头昏等方面均有疗效”字
样。该公司违法生产包装说明书涉及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的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
定，市场监管局决定对该公司处以罚没16 . 79万元，没
收不合格茶冲剂1 .265吨。

案件启示：普通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
假、夸大的内容，并且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
得声称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生产者对标签、说明
书上所载明的内容负责。

本版文图：全媒体记者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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