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记者： 你怎么看待社会上
对知假买假获利的争论？

喻晖：买到假货索赔是《消
法》明确规定的，我们确实会因
打假而获利， 但另一方面我们
所做的事情也是符合公益的行
为。 一件假冒伪劣商品只要在
一个城市被职业打假人发现，
那它就很难在市场上“生存”下
去。 因为职业打假人会盯着它
不放，直到它彻底被清理。希望
社会对专业打假人士以更多宽
容。

记者： 你觉得职业打假还
能坚持多久？

喻晖： 现在法律越来越细
化了， 职业打假人的生存土壤
也越来越小了， 但假冒伪劣商
品依然存在。 我非常期盼自己
有一天失业， 这说明中国的商
品都可以放心购买了， 那时我
会另谋生计。 我前不久收了个
学生，今后将逐步退居幕后，指
导学生打假。

“期盼有一天失业”

20年打假上千次，他盼自己失业
66岁的他是湖南首批专业打假人，将逐步退居幕后指导学生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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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胃病科普书籍 0 元领
慢性肠炎、结肠炎、直肠炎、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便秘

为什么别人胡吃海塞什么事也没
有，而您却上吐下泻，一天七八趟跑厕
所？ 为什么别人吃睡香甜排便畅，可您
却吃不好睡不着排便像受刑？ 为什么
别人一副汤药就解决， 而您却遍寻中
西药，在家熬药罐，最后还不得不割肠
切胃？

这 里 给 大 家 介 绍 一 个 肠 胃 验
方———道家长春汤。 它以仙鹤草为主，
配伍大枣、 太子参……等药食两用药
材，采用特殊“紧火”方法熬制而成。 这
个方子来自于道家中医大师陈德智教
授亲自编著的《肠胃病在家调》之“巧
喝汤，告别肠胃病、远离一夜恶变”。

明朝医学家蒋仪在《药镜·拾遗赋》
中评价：“噎膈翻胃，从来医者病者，群
相畏惧，以为不治之症，余得此剂，不
啻如饥荒之粟，隆冬之裘也……穿肠穿
胃能攻坚”。

该方子熬制后为浓稠汤剂，一是更容易
浸润肠胃黏膜，如同液体“创可贴”，覆盖、
隔离糜烂或溃疡疮口，剿灭有害菌、修复黏
膜二合一，并增强肠胃动力；二是，不需崩
解，直接黏附肠胃壁，作用时间更长，能培
育有益菌群增殖，提升肠胃免疫功能。 从古
至今，该方一直拥有稳定的消费人群。 方中
富含仙鹤草酚、仙鹤草素、鞣质及维生素 K
等，具有“杀菌消炎、收敛止血、涩肠止泻、
补虚强壮”等多重功效，服用过的患者纷纷
赞不绝口：这个方子太好了！

本书现面向全国肠胃病患者免费
发放 ， 不收任何费用 ！ 现在赶紧拨打
400-0909-407 就可免费得到这本“肠
胃病调理宝典”。 全国限量 5000 本，送
完即止！ 申领人群：慢性肠炎、结肠炎、
直肠炎、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便秘，腹痛、腹胀、腹泻、大便不成形、
五更泻、黏液便、脓血便、胃疼、胃胀、
反酸、烧心、嗳气、打嗝、大便干结、排
便困难等人群。

400-0909-407
免费申领热线：

我所受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湖南源安煤
业有限公司 47.2%股权发布转让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
湖南源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15日，住

所为湖南省涟源市人民路 61 号，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贰仟万元整，公司股权结构为：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47.2%，刘兆分持股 52.8%。公司经营范围：焦炭、机电产
品、钢材、矿山设备、建材、矿石和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销售；企业资产管理、咨询；煤矿投资管理。

根据湖南湘亚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湘亚评报字
（2016）第 004 号评估报告，以 2015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 湖南源安煤业有限公司经评估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4544.40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5437.78 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893.38万元。 目前，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拟将所持

湖南源安煤业有限公司 47.2%股权进行转让，转让行为已形
成内部决议并经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批准，评估
报告结果已经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1元。
三、联系方式：邝先生 0731-84178608

�����������������������������周女士 0731-84117687
四、公告期限：自2016年3月16日起至2016年4月13日

17:30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
意向受让方,则采取网络竞价-一次报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它重要信息披露、交易条件与受让方资格条
件等详细信息请登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6年 3月 16日

湖南源安煤业有限公司 47.2%股权转让公告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李玉婷

3月11日和12日， 一名六旬老
人戴着老花眼镜， 在长沙县一家大
型超市内来回走动， 仔细抽查是否
有假冒伪劣商品， 他就是湖南最早
的一批专业打假人、被称为长沙“王
海”的喻晖。

喻晖从1996年3月15日首次打
假维权开始，到现在已有20年了，期
间共打假维权1200多次。“这次查
了一天半，没发现问题，说明超市平
时管理比较到位。”

在打假这件事上， 喻晖承认他
谈钱是谈得最多的。可在他看来，打
假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己的事情，是
追求公平正义的， 能以此为生是光
明正大的。

虽然现在精力不如以前， 但喻
晖每月仍会做四五笔打假“业务”。
为方便拍照取证和维权交流， 他特
地花3000多元买了部智能手机，每
天都刷微信， 微信好友里既有打假
同行， 也有打假后加的商场负责人
和客服部主管。

3月8日， 喻晖在微信朋友圈里
分享了“武汉：手擀面非手擀，家乐
福被判十倍赔偿”的微信。这条微信
讲述了武汉一起维权个案： 一位消
费者发现在当地家乐福超市购买的
手擀面是机器制作的， 于是举报并
起诉。此后家乐福不但被行政处罚，
还被法院判决十倍赔偿， 共计1.23
万元。

因为长沙很多超市卖手擀面，
喻晖对此微信的一句评论“我赶上
了!长沙今天收官！”引发广泛关注。
多家超市客服部负责人打电话给他
“刺探情报”，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
枪”。

“我选的不是你们这家，不过你
们要将问题食品早点下架。”喻晖每
次接电话都提醒说。 喻晖3月7日选
择了一家超市，花费800多元买了两
种机制的手擀面， 然后向超市递交
投诉信， 要求全部退货退款， 并按
《食品安全法》规定给予十倍赔偿。

自知理亏， 超市负责人和厂家
协商后， 很快将货款和赔偿金送到
喻晖手上。

一条微信引来众多
“打探情报”的电话

卖场、工商、质检，是喻晖时常
逗留的地方。购物、到相关部门咨
询、查阅法律条文、向商家投诉、整
理材料向主管部门举报或立案，这
些一般消费者看起来非常麻烦而
不愿意做的维权过程，却成为喻晖
等打假人士的日常工作。

除了购物发票，他还有一样得
力武器， 就是法律———《消费者权
益保障法》、《合同法》、《产品质量
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条款，喻

晖对这些早烂熟于心。
1999年3月15日,喻晖

在湖南打出了民间职业打
假旗帜。他以个人名义在长
沙开设首条喻晖消费者服
务热线，并被媒体称为全国
14位知名打假人之一。

有了名号，就有了“生
意”。那几年，喻晖的职业打
假做得“风生水起”。很多大
型卖场负责人在超市里看

到喻晖， 都会客气地说：“喻
老师来啦， 有什么问题请您
给我们提出来。”很多卖场一
听是他的投诉， 马上就会给
予赔偿。

喻晖认为自己是个合格
的专业打假人， 索赔的金额
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不会
以打假为名漫天要价，“打假
也要遵纪守法， 不然很容易
出问题”。

“打假也要遵纪守法”

打假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最
初的职业打假路上， 喻晖也遭遇不
少尴尬。 老百姓认为他们打假纯粹
是为了钱，对他们另眼相看。在1996
年、1997年打假时，还经常有人打恐
吓电话给他，或者变着花样跟踪他，
他为此5次更换住址。

2000年2月， 喻晖带着一行5人
去南昌打假。 在南昌一家商场他购
买了1.17万元假冒批号的“资生堂”
系列化妆品，经过协商，商场答应给
予双倍的赔偿。可在约定的地点，对
方却冲出来20多人，将他们6人强行
带到商场地下室，假货也被抢了。

喻晖打假失败的案例不只一
次， 有一年他在北京一家药房门前
买了一台价值2.4万元的假冒医疗器
械，那个老板听说有人投诉，一心虚
就卷款逃跑了。 这种索赔无门的事
情还遇到过几次，少则3000元、多则
8000元。

随着政府查处力度的加大，假
货生存的空间在不断缩减，威胁、恐
吓的现象也少了许多。 无论是消费
环境还是生存环境都渐渐在发生好
转，政府也慢慢接纳和肯定了他们。

打假也曾失败、遭恐吓

喻晖在采访中
拿出一份鉴定报告
告诉记者， 前不久
他在长沙一家大商
场购买了几件棉纺
制品后， 送到权威
机构鉴定， 结果证
明都是劣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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