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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叫“然健环球”的公司，号称拥有一款原产地美
国、能包治百病、有神奇疗效的保健“洋果汁”，却让众多做着

“躺赢梦”的消费者家庭痛苦不已。在“然健环球”里，究竟藏
着什么秘密？

美梦美梦 一款果汁一款果汁““包治百病包治百病””

在武汉一家然健环球产品会员经常聚集的咖啡馆里，自
称资深会员的胡女士给记者推荐了一款然健环球的主打产
品——诺丽果汁。胡女士说：“它里面含有赛诺宁转化酶，专
门修复人体受损细胞，对癌症、痛风、失眠、肾虚、忧郁症、肥
胖等都有很好的疗效。”在胡女士的口中，这款果汁能够有效
改善各种病症，甚至是绝症，就算是正规的药品也难以比肩
它的神奇疗效。但这款洋果汁真这么神吗？

记者发现然健环球中国（大陆）公司官网上并没有诺丽
果汁这款产品，然健环球另一位资深会员告诉记者，诺丽果
汁只能通过然健环球香港公司官网进行订购。然健环球公
司资深会员周女士对记者说：“然健环球是一个全球会员积
分制的网上超市，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国外进口，诺丽果汁属
于膳食补充剂，是香港网站销售的。”随后，记者在然健环球
香港公司官网的健康食品一栏上找到了诺丽果汁。在香港
官网上，健康食品有16种之多，信息详尽。

违规违规 国内市场未准其进入国内市场未准其进入

周女士声称，这些有保健效果的食品有国外的标准认
证，因此不需要再经过国内有关保健食品的审批、备案。对
此，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表示，国外的膳食
补充剂不一定符合中国保健食品相应的标准。专家指出，目
前海外保健类食品进入我国市场的正规渠道有两大类：一类
是产品有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的“蓝帽子”标识，可以进行直销
和线下实体销售；另一类是符合现行跨境电子商务监管要
求，进行线上销售。然健环球这种类似境外“海淘”的售卖方
式，并不在其内。

幌子幌子 推销产品后拉人入会推销产品后拉人入会

几个月的调查走访中，记者发现，相较于售卖产品，“然健
环球”的资深会员更热衷于用“在一起赚大钱”的说法来拉人
入会。胡女士说，然健环球公司规定：新人成为会员后就可以
发展下线，会员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下线的积分返利。因此，下
线发展的人越多，会员的等级就越高，获得的返利也就越丰
厚。受害者叶先生在成为然健环球会员后，观看过专门针对会
员的线上分享会。这些线上活动的私密性极强，内容主要是高
级别会员传授新会员如何应对家人、吹嘘产品、发展下线。

《禁止传销条例》明确规定，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
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
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
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即
为传销行为。

陷阱陷阱 会员为会员为““保级保级””自掏腰包自掏腰包

事实上，很多会员没有获得宣传中的返利，反而深受其
害。由于产品没有疗效，销售难度很大，会员为了获得下线
积分返利，只得自掏腰包保住级别。

叶先生说，自己对然健环球涉嫌传销行为进行过举报，
但然健环球（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无论是境内官网还是线
下实体店都没有售卖这款“保健果汁”，所以叶先生无法向国
内相关机构进行举报。此外，“资深会员”劳务关系上并不隶
属于然健环球，只是被这个公司认为是自己网站的“会员”而
已。然健环球有可能打着“全球积分会员”的幌子，一直在默
认这种疯狂传销模式的恶性蔓延，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对此涉嫌传销的行为，真的没办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表示：消费者可到被告人所在地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也可在合同签订地和履行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更重
要的是我们要及时把这些失信的企业、失信的个人纳入黑名
单，要把他们的名字上传到这种信用公示系统里面去。

据央视新闻

新华社长沙1月6日电（记者 袁汝婷）因工作日午餐饮
酒，湖南常德汉寿县多名党员干部日前被处分，并被汉寿县
纪委监委作为典型案例通报。

2018年8月10日，汉寿县国土局军山铺镇国土所工作
人员王建民在太常山村结束工作后与村干部一起吃午餐，席
间与军山铺镇太常山村党总支部书记张顺保、军山铺镇太常
山村党总支部副书记刘可云等人一同饮酒。2018年11月，
王建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张顺保、刘可云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2018年9月13日，汉寿县蒋家嘴镇水闸管理所党支部
副书记、副所长袁文武在与同学午餐时饮酒，下午未回单位
上班。2018年11月，袁文武因工作日午餐饮酒、上班时间脱
岗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018年9月19日，汉寿县毛家滩回维乡马涧村党总支
部书记张先文在与他人午餐期间饮酒，下午参加会议迟到。
2018年11月，张先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0.2元、2000元，这两个相去甚远的
数字被一袋价值 2.02 元的面包联系在
了一起。1月2日，济南中级人民法院通
过其官方微信通报了一起行政诉讼的
审理情况，这起“打假人”的赏金之争引
发热议。2017 年 3 月，消费者贾龙（化
名）在济南某超市购买了一袋价值2.02
元的面包，发现已经过期，遂进行举报，
但举报奖励金仅为0.2元。

贾龙与负责处理此事的济南历城
区食药监部门对簿公堂。济南中院二
审审理该案时，认为食药监做出的奖励
适用法律规范不当，判令重新奖励。1
月 3 日，记者独家对话事件当事人贾
龙。据他介绍，该案2018年9月二审结
束，法院判决后不久，自己收到了 2000
元左右的新奖励金。

观点交锋
贾龙：“光路费也不止2毛钱”
2017年3月13日，贾龙在济南某超

市花 2.02 元买了一袋面包，发现过期
后，就打电话向所属区食药监局投诉。
很快，历城区食药监局处理了涉事超
市，没收 2.02 元违法所得并罚款 5 万
元。此后，贾龙获得 2
毛钱奖励。

此外，贾龙的另一
起举报经槐荫区食药
监局证实属实，但仅拿到 3 毛钱奖励。

“我前前后后跑几趟，光路费也不止2毛
钱啊。”贾龙将两家食药监局诉至法
院。最近被公开的正是历城区这起。
不久，与槐荫区的案子也将开庭审理。

贾龙认为，历城食药监局根据《济
南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发放的 0.2 元奖励金适用法律错误，在
他看来，在已经有最新的全国适用奖励
办法的情况下，即食药监稽［2017］67号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简
称67号《奖励办法》），食药监部门不该
延用济南地方性规范文件，遂起诉至法
院，要求按67号《奖励办法》，按涉案货
值金额或者罚没款金额的 4％—6％重
新给予自己奖励。

食药监：举报人系“职业打假”
面对起诉，历城食药监局解释称，

以《济南市奖励办法》作为奖励依据，一
是因为该文件系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
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
相关规定，规范性文件之间并没有效力
层次之分；三是根据山东省乃至全国相
关规定，均授权地方可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制定细则，考虑到目前济南市尚未出
台新的奖励办法，贾龙的举报适用《济
南市奖励办法》并无不妥。

法院判决
二审判决重新进行奖励
贾龙和历城区食药监局的官司打

了很久。其中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
为参考《济南市奖励办法》第十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一）属于一级
举报奖励的，按案件货值金额的10%给
予奖励；……”，考虑到涉案商品货值金
额仅2.02元，历城食药监局对贾龙奖励
0.2 元并无不当，因此驳回贾龙诉讼请
求。此后，贾龙提起上诉。2018年9月，
济南中院二审判决该案。济南中院认
为，依据不同的规范文件，贾龙所获得
的奖励金额从 0.2 元到 2000 元不等，差
异较大。“在适用上下级部门规范性文
件导致行政行为结果出现较大差异时，
应遵循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被上
诉人于 2017 年 9 月对上诉人实施奖励
时，应适用 67 号《奖励办法》的相关规
定。”

因此，判处历城食药监局撤销原奖
励行为，依法重新作出奖励。该判决系
终审判决。2019 年 1 月 4 日，记者从济
南中院了解到，判决已经生效。

权威解读
鼓励举报 抑制职业打假
如何在鼓励投诉举报和抑制“职业

打假人”之间取得平衡。这也是近年来
困扰许多商家、消费者的问题。不少商
家均反映，被“职业打假人”敲诈勒索。
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负面新
闻，又促使大家希望食品药品领域多一
些较真的消费者，以监督企业、销售商
的经营行为。

对此，济南中院表示：“依法打假具
有正当性，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应予
支持；营商企业不生产、不流通伪劣产
品，‘职业打假人’自然失去存在的基
础。”

对于“奖励可能鼓励职业打假人”
的担忧，济南中院表示，在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对食品药品的举报符合规定
时，应遵循诚信原则给予承诺的行政奖
励；对投诉举报行为予以行政奖励应结
合社会形势，并与相关政策相一致，在
鼓励投诉举报和抑制“职业打假人”之
间进行兼顾和平衡。

奖励办法 应对消费者有利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历城区食药
监局对上诉人贾龙作出的奖励行为适

用法律规范是否正确。
关于如何选择适用部门规范性文

件问题，济南中院认为，在优先适用上
级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同时，还应遵循对
行政相对人有利的原则选择适用部门
规范性文件。

济南中院认为，行政奖励应符合诚
信原则。67号《奖励办法》关于奖励数
额不低于2000元的规定，应属对举报人
的承诺，若不予兑现，有违诚信原则。

此外，适用67号《奖励办法》的相关
规定对上诉人贾龙予以奖励，更加契合
当前的食品药品监管政策和制定食品
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立法目
的。

对话
记者：刚开始知道奖励只有2毛钱

的时候，您什么反应？
贾龙：当时第一反应是自己被刁难

了，因为我为了这个事前前后后跑了好
几次呢，花的钱也不止两毛。奖励两
毛，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我维权的积极
性。新的奖励金已经拿到了，2000元左
右，按照4%比例给的。

记者：您对这个
结果满意吗？

贾 龙 ：可 以 理
解，但谈不上满意。

因为按理来说我赢了官司，食药监局就
可以选择在4%至6%的区间内对我进行
奖励，那为什么不选择6%？

记者：食药监局曾提出您是职业打
假人，对此您怎么看？

贾龙：国家法律上没有职业打假人
这个标签，当然我也承认，我是一个维
权比较多的消费者。作为公民，我有监
督食品药品安全的权利。

记者：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维权？

贾龙：2012年、2013年吧，当时媒体
上报道比较多，社会上也开始重视食品
安全。慢慢地我开始尝试自己维权，希
望能够给相关企业做出处罚，让食品生
产商、销售商改掉自己的违法行为。

记者：我注意到，您参与的大部分
案件都没有请代理律师，是专门学习过
相关法律吗？

贾龙：我不是专门学法律的，但一
直很喜欢。开始维权后，一直在翻阅相
关法律的书籍，也会看案例，听其他案
子的庭审。

记者：那您目前本职工作是什么
呢？

贾龙：我是自由职业。主要经济收
入来源于炒股、理财。 本报综合消息

央视揭开治百病洋果汁秘密

工作日午餐工作日午餐饮酒饮酒

湖南多名党员干部被处分

打假奖励金从2毛涨到2000元

1月6日，游客乘坐传统乌篷船游览
安昌古镇。

进入农历腊月，浙江省绍兴市安昌

古镇以其醇厚的水乡民俗味道，吸引各
地游客前来观赏，领略水乡古镇风采和
浓浓的传统年味。安昌古镇是浙江省历

史文化名镇，有着一千多年历史，保存了
古吴越地区沿袭千百年来的民俗风情。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水乡古镇腊月水乡古镇腊月““年味浓年味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