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九极生物的事业手册中，详细介绍了极差和新动力等奖金制度，涉嫌传销。 见习记者 黄亚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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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你在消费中发现
“黑现象”、潜规则，请告诉我
们；如果，你在消费过程中遇
到质量、服务等问题，或者碰
到不良商家，各种推诿不愿承
担责任，消费权益得不到保
障，不管哪个行业，请告诉我
们，我们帮你维权。请记住我
们的联系方式：
热线：0731-84326110
微博：三湘都市报
微 信 ： 三 湘 都 市 报 微
信 公 众 号 （ID:
sxdsb96258）

“婆婆因三高中风只能与轮
椅相伴，没想到吃了九极产品后
竟然可以推车走动……” 近日，
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极生物”）的湖南区直
销团队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着
类似的广告信息。

从12月13日起，截至本文发
稿时，三湘都市报记者经连续多
日调查发现，香雪制药是一家颇
负盛名的上市公司，而九极生物
是其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九极公
司不仅夸大产品功能、多数产品
无商务部直销备案，还存在高额
返利、跨区域直销等行为。

63款产品无正规备案

12月13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在湘江世纪城某住户家中看到，
十几平方米的客厅内， 有6人正
在了解九极生物的产品优势和
奖励制度，这些人或是发展下线
的目标对象， 或是已入会的会
员。

为了体现产品的功效，其中
一位自称朱雪媛的老师现场试
验。她用米和自来水模拟体内细
胞及血液，在一个约200ml的水
杯中滴入碘酒，模拟身体被污染
的过程，随后倒入九极生物的益
清胶囊，不到十秒，塑料杯水从
黑棕色变为浑浊的黄色。“益清
胶囊是从葡萄籽中提炼出来的
原花青素，每100克胶囊有2850
毫克原花青素， 具有去余氯、抗
氧化等多种功能。” 朱雪媛向在
场人员介绍。

对产品功效的宣传是九极
生物会员的重要工作。在“九极
长沙”的微信群中，不仅有介绍
产品前如何卖关子、 抖包袱等
“技巧”，还有大量可供分享的九
极产品调理癌症、缓解中风等案
例：“孩子发烧不要打针输液，孩
子身体是承受不了的，一天多喝
几支益康口服液， 不光能退烧，
还能全身调理。”微友“谷正英”
如是说。而微友“刘星”则发帖：
“原本中风无法行走的婆婆，吃
九极数款产品不到一个月，就可
以丢掉拐杖下床走路。”

尽管九极生物于2013年7月
成为商务部批准的合规直销公
司，但根据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

网站的信息显示，该公司备案产
品仅有益康口服液、绮丽口服液
等五种保健食品，但九极生物官
网上则列出了坤仕兰、 臻颜悦
色、 恒时新悦等5个品牌共计63
款产品，在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
网站均没显示备案。

缴纳3118元可月入过万

除介绍产品外，朱雪媛还解
释了多层返利的三网合一制度。

这种由极差制、原动力和新
动力组成的三网合一制度，能让
加入九极的会员依照三种独立
网获得奖金，“缴纳7600元激活
新动力机制后，可获得20%的零
售利润和2-5层血缘奖， 第6层
开始可获得下线入会金额10%
的量碰奖，此外还可获得12%超
额奖、9%业绩红利等多种奖
励。” 朱雪媛说，“当你购买3118
元产品成为会员，并发展两个会
员后， 就可获得1920元工资，
900E钱包货币，以及450元个人
业绩奖励。”她强调，当你和你的
团队产生销售业绩后，届时可以
以个人和团队两种模式领取对
应奖金。

“上周长沙召开了首场招商
会，参加人数超过50人，有6个伙
伴成为3118会员。”朱雪媛透露，
自她6月开拓长沙九极市场后，
她名下的会员已超过80人，月收
入也轻松过万。

值得注意的是，在香雪制药
日前发布的《子公司广东九极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直销区域扩区
的公告》中，仅有广东省、江西
省、福建省、浙江省、云南省、贵
州省、四川省、山东省青岛市、吉
林省共9个区域获得商务部批
准，而湖南省并未被纳入此次直
销扩区之中。

既然湖南省不属于九极公
司被准予的直销活动区域，那
么，上述团队又为何能在湖南发
展下线、开设专卖店及在朋友圈
发布销售信息呢？

“只要公司有牌照合法就
行，不允许展开业务证明了竞争
小、市场潜力大。”当被问起跨区
域直销是否合规时， 朱雪媛表
示，只要不明面上开展促销活动
就不会惹麻烦。

随后，记者针对有关情况向
九极客服反映，但截至记者发稿
前，仍未得到问题回复。 本报将
继续关注。

■见习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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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宣传跨区直销，九极打“擦边球”？
面对种种质疑，九极客服至今未予答复 律师：或涉嫌变相传销，消费者应警惕

本报12月19日讯 今天，三
湘都市报记者从湖南省工商局官
网获悉，2017年以来， 湖南共查
办传销案件150件， 其中行政处
罚结案59起，罚没金额3483.74万
元，刑事立案70余起，刑事拘留
529人，移送司法机关案件53起，
移送司法机关人数149人， 公安
查处和法院判决的传销案件涉案
资金达65.03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11月底， 我省共捣毁传销窝点
1500余个， 教育遣散传销人员
5905人，录入全国打传系统黑名
单1910人，打击了传销违法分子
的嚣张气焰，大规模、公开化的传
销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省工商局
局长李金冬表示， 将把网络传销
作为今后的整治工作重点， 全面
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治理， 重拳
打击网络传销。

■记者 朱蓉

近段时间 ， 福彩双色球
2017146期中得6注一等奖，总
奖金高达5168万余元的柴先生，
着实在三湘大地“火”了，不仅因
为他的巨额奖金，还因为他的投
注方式———一张是5倍投注的
“6+16” 蓝球复式票和一张单倍
投注的“9+16”全复式彩票。
还原购彩过程

12月12日晚7:20，柴先生走
进附近的一家福彩投注站，拿出
已经守了3期的“6+16”5倍复式
票，先让业主照打。虽然已经买
了3期，收获甚微，但他坚信自己
对红球的分析。之后他又看了看
最近几期双色球的开奖号码，觉
得自己选大号这么多，是不是应

该在小区再补几个小号码进来
呢， 他便拿起投注站的纸笔，增
加了“3、5、6”三个号码，让老板
加打了一张“9+16”的单倍复式
票。本以为只增加了3个红球，彩
资应该也就几百块，结果却尴尬
地发现票款是2688元，这也是柴
先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彩。
解析柴先生投注优势

双色球复式投注有三种方
式：红球复式、蓝球复式和全复
式，其中，最稳妥、也是最经济实
惠的投注方式莫过于6红球加16
蓝球的复式了，特别是像柴先生
这次对自己所选择的红球信心
十足的情况下，蓝球全包的复式
投注方式就很有智慧 。 其实

“6+16” 的单倍投注仅需32元，
其投注的风险已被降到了最低。
就算是红球全不中，至少能收获
一个蓝球，加之在派奖的特殊时
期，则添双重惊喜。但如果红球
全中， 那就完全是另一番天地，
除了中得一注头奖，还能收获十
五注二等奖， 妥妥的盆满钵满。
此外，“6+16”这种投注也是获得
心理安慰的最佳方式。很多中二
等奖的彩民朋友，往往因为蓝球
选错而后悔不迭。其实，只要换
种思维， 把所有的蓝球都选了，
把全部心思放在红球的选择上，
蓝球开出什么， 都不用去操心
了。

■敖远龙 木子

两张双色球复式票成就5100万巨奖

“根据国务院《直销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直销企业应该在获批
的产品范围和区域内开展直销业务，不得跨范围、跨区域经营，并不
得发布宣传直销员销售报酬的广告， 不得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
作为成为直销员的条件。“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亲辉表示，九
极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或涉嫌变相传销。

他表示，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有关规定也显示，对组织策划传
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或投资时，一定要确认产品和公
司资质，勿轻信产品的宣传，谨防上当受骗。”

或涉嫌变相传销 消费者应提高警惕

延伸

符合这些特征的很有可能是传销

消费返利、 数字货币高额收
益……互联网在给消费者带来便
利的同时， 已破获的新型互联网
传销、 擦边球式传销案例数不胜
数。面对“轰炸式”的产品广告信
息宣传， 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打
着梦想旗号的传销陷阱呢？

工商部门表示， 辨别传销主
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交入门费成
为会员，二是通过“上线”、“下线”
的隶属关系形成网络， 三是需要

通过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的销
售额作为计价报酬。

此外，日前，我省打击传销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的《关于
防范各类传销违法行为的安全警
示》中也呼吁市民群众，要切实提
高守法意识和风险意识， 不轻信
他人诱导，远离传销，如果发现传
销活动线索， 应及时向工商部门
“12315”，或公安机关“110”进行
举报。

我省传销案件罚没金额超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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