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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丁香医生”发布的《百亿
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
庭》将权健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随
之,保健品市场乱象也再次引起各方
关注。

2018年,保健品市场乱象此起彼
伏,涉及的商家举不胜举,受害人更是
数不胜数。理财、保健品和电信诈
骗,被认为是老年人面临的三大最常
见的受骗形式。可是,这些骗局的受
害者,绝不仅仅是老年人。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保健
品市场规模超过4000亿元,而膳食补
充剂类产品市场规模超过1300亿元,
并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相关机
构预测,2018年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
业收入将达到3534亿元,未来五年年
均复合增长率约15.75%,2022年中国
营养保健食品行业收入将达6343亿
元,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
二大健康营养品消费市场。

2015年起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保健食品》中对保健食品的定义
是: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
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
即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
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
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
危害的食品。

但据记者了解,保健品在宣传上
大多重在说功效,有些甚至打着“专
家义诊”“权威证明”“免费试用”等口
号进行销售。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副
教授吴景明直言:“这是典型的虚假
宣传。”他说,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保健食品》规定,保健品不能宣传
任何关于疗效的内容,而当下许多保
健品的宣传明显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据了解,修订后的广告法第十八
条明确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含有
下列内容:(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
言或者保证；(二)涉及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三)声称或者暗示广告商品为
保障健康所必需；(四)与药品、其他保
健食品进行比较；(五)利用广告代言

人作推荐、证明；(六)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保健食品广
告应当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

近年来,有关保健品的投诉一直
居高不下。2018年年初,中消协曾发
布“2017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老年保健品相关投诉居首位。

“保健品诈骗频发的根本原因是
国民保健不是靠运动保健,而是相信
保健品的所谓神奇功效,这就给不法
分子提供了市场。”吴景明说,“目前
保健品诈骗主要的坑骗对象还是老
年人,因为老年人容易被欺骗。尽管
诈骗手段并不算高明,大多以小恩小
惠为诱饵,比如优惠、旅游等,但仍有
不少老年人上当受骗,因为大多老年
人处于比较孤独的状态,不法分子就
以关怀为手段乘虚而入,使得很多老
年人将大量资金投入其中。

随着公众在健康、养生方面的支
出逐渐增加,我国保健品市场处于快
速发展之中。那么,如何规范保健品
市场?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
岳直言:“老人买保健品,更主要是缺
乏家庭关爱和照料,卖保健品的往往
打的是感情牌。”他说,单靠行政监管
是不行的,必须另辟蹊径,同时应把小
额行政罚款模式转变为高额民事惩
罚性赔偿模式,以改变目前行政处罚
隔靴搔痒,越搔越痒的现状。

“对保健品的管理不能单靠政府
部门,要有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必须
走向社会共治。应当调动社会方方
面面的积极性,让大家有序参与到这
项工作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
形成好的保健品安全治理的效果。
总之,社会共治才可能让保健品行业
规范。”王岳说。

在吴景明看来,规范保健品市场
关键还在于管理。他说:“首先,对于
老年人要进行正确的宣传引导；其
次,对违法违规的保健品要严厉打击,
相关部门需要开展一场持久性、力度
大的打击行动。”（赵丽）

保健品营销中的法律焦点解读
微信公号“丁香园”和“丁香医生”的文章《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

迅速取得10万+的阅读量,在不少人的微信朋友圈里刷了屏。
2018年12月2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引发争议一事对媒体表示,

总局已经关注到网络舆情, 相关业务司局正在了解情况。
此事真相有待权威部门的调查,暂且不论,但保健品营销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深思。

12 月 25 日中午,“丁香医
生”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百亿
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
国家庭》一文。文中称,这家年
销售额破百亿的集团,以保健鞋
垫和负离子卫生巾起家,用近乎
传销的推广方式,在全国铺开
7000多家加盟火疗店。不幸的
是,一些参与者不仅搭上钱财,
更有人被烧伤、致残,甚至丢了

性命。
对此,12 月 26 日凌晨 1 时

30分,权健集团旗下的权健自然
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微信公
众号发布了《权健官方严正声
明》。这份声明称,12 月 25 日,

“丁香医生”发布不实文章,利用
从互联网搜集的不实信息,对权
健进行诽谤中伤。

12 月 26 日一早,丁香医生

微博转发回应权健的“声明”,
“丁香医生”微博称,“不会删稿,
对每一个字负责,欢迎来告”。
据悉,丁香方面已经收到来自权
健集团和权健创始人束昱辉的
律师函。

在此次事件中,权健是否存在
非法行医问题是舆论关注焦点。
实际上,非法行医也是保健品营销
长期备受质疑的一个问题。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启明分析说:“如果突破保健
的范畴,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情
况下,以所谓的疗法治病的,属
于非法行医行为；如果导致被
治疗人轻度残疾等或死亡的,可
以按照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
任；对于不存在医疗行为的,可
以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
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刑事责任。”
张启明说,对于其中“火候”掌握
比较好,但宣称以治病为名从事
医疗活动的,可以按照非法行医
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或者取缔。

此外,张启明向记者分析

说,对于在销售保健品的过程
中,推销人员谎称保健品含有医
药的成分和功效,夸大保健品的
治病功效,利用封建迷信宣传保
健食品,消费者可以根据相关规
定进行控告以追究其行政责任,
同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
能够证明保健食品不符合卫生
标准,足以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
他食源性疾病的,可以按照刑法
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
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追
究刑事责任；如果证明保健品
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
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

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可以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消费
者损失的,同样适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规定可以提出民事诉
讼。

“对于消费者而言,不要盲
目相信包治百病的口头虚假宣
传,注意固定和留存证据,这将
决定在法律纠纷中双方的地
位；对于监管机关而言,企业对
外的合规宣传,与调查而得出实
际运行模式,决定在行政监管中
能否拿到实锤。”张启明说。

“权健”陷入舆论漩涡后,不
少人认为,权健的销售模式本质
上是传销。

有媒体找到中国裁判文书
网上的一份判决书。这份判决
书显示,2012 年,吉林省蛟河市
人民法院判处权健经销商孟
某、徐某甲、战某、戴某犯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依据判决书的内容,戴某在
蛟河有一家权健火疗店,负责给
在蛟河做权健产品的人订货和
报业绩,所有做权健产品的人都
是她的下线。

检方指控称,被告人戴某直
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 400 多
人,并将传销款汇到天津权健自
然医学发展有限公司,从公司获
得 提 成 款, 涉 案 金 额 人 民 币
2636631 元,个人非法所得人民
币131993元。

蛟河市人民法院认定,包括
戴某在内的 4 名被告人均已构
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
决显示,4 名被告人均被判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6.3
万元至463.8万元不等。

12 月 26 日凌晨,权健发布
声明称,自身是取得了政府颁发
的直销牌照的合法企业。

实际上,到底是传销还是直
销也是保健品营销一直面临的
质疑。

那么,传销与直销的区别到底
是什么,有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

张启明说,按照国务院颁布
的《直销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
定,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
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
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
品的经销方式”。

“直销与传统经销的区别
在于绕过传统批发商和零售通
道,不依托于固定的场所,依赖于
直销员口耳相传的地推模式。
只有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可
以招募直销员,直销企业及其分
支机构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招募直销员。”张启明说,在
中国,合法的直销模式是指经审
批通过的单层直销模式。传销,
是由多层直销变异而来的,二者
之间存在复杂的血缘关系。

所以,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实践中会存在这样的分歧——
经营者拿着直销牌照告诉消费
者:我是直销而不是传销；消费
者根据经营模式判断,他是传销
而不是直销。

“所谓直销牌照并非是一
切销售行为的‘保护罩’,如果查
明存在直销过程中虚假宣传、
直销员管理不规范、直销员无
证直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
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罚。”对此,
张启明说,如果能够认定企业
直接或者间接,明示或者暗示,
由直销员发展直销员,按照先
后顺序或者业绩组成一定层级
作为计酬和返利的依据,可以
认定其存在传销行为,“但是,直
销企业的营业守则、合同中都
会严格禁止直销员发展直销
员,这就在直销企业与直销员
之间形成一道防火墙,也就是
说直销员如果违反守则或者合
同的约定擅自发展直销员甚至
组成一定的层级而形成传销,
应由直销员承担责任；只有证
明这来源于企业的授意,企业才
承担法律责任”。

保健品市场乱象何时终结

非法行医如何认定

非法行医究竟该怎样认定?

传销直销怎样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