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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14部门联手治“
保健”市场乱象

“百日行动”开始，重点打击虚假宣传、违规直销等行为 暂停办理直销相关审批、备案
1月11日，湖南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上，包括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等14个厅局根据日前
制定的“百日行动”实施方案进行了联合具体部署，从即日起至4月下旬，将进行为
期100天的联合整治行动。
■记者 朱蓉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会上了
解到，此次
“
百日行动”将重点关
注如食品（保健食品）、宣称具有
“
保健”功能的器材、用品、用具，
“
保健”功
日用消费品、声称具有
效的服务等与人民群众日常消
费密切相关的领域。
同时， 存在会议营销活动
的宾馆酒店，容易发生“保健”
市场推销活动的社区、公园、广
场、 车站、 码头等人员密集场
所，销售对象主要为老年、病弱
群体的“保健”类店铺，以及旅
游景区、农村场镇、农村集市和
城乡接合部等地将成为此次整
治的重点场所及区域。
实施方案强调， 将重点打
击如虚假宣传、 组织虚假宣传
行为， 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非
食用物质及宣传治疗作用的行
为，直销企业、直销员及直销企
业经销商的违规直销及传销行
为，以“保健”为名开展的各种
违法违规行为等。
据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
法》、《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

传销条例》等法律法规，该局将
联合商务、公安部门对直销企业
经销商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重
点查处，打击直销企业经销商通
过寻找特定群体锁定顾客群，利
用产品招商会、 产品推介会、分
享表彰会等方式， 打着直销旗
号，以直销企业名义对产品进行
夸大或虚假宣传的行为。
实施方案还提到，将严格直
销行业市场准入，暂停办理直销
相关审批、备案等事项，并重点
查处直销企业及其直销员违规
直销及从事传销活动的行为。
如存在上述情况，市场监管
部门将在相关部门执法处罚的
基础上， 撤销所涉知晓产品备
案；情节严重的，将依法撤销相
应分支机构知晓经营资格直至
吊销该企业知晓经营许可证。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向
曙光强调，在执法过程中，如发
现行业共性问题，应采取集中约
谈等方式，对行业协会、行业内
重点企业进行警示提醒，督促其
开展行业自查，主动整改违法违
规行为。

提醒
保健市场乱象多
这些套路要警惕
近日，“权健” 事件
暴露出保健市场存在虚
假宣传、消费欺诈、制假
售假等问题。11日，省市
场监管局透露， 我省保
健市场也存在消费欺诈
和虚 假宣 传 等乱 象 ， 市
民 一定 要擦 亮 眼 睛 ， 谨
防上当。
保健市场到底存在
那些乱象，如何辨别？省
市场监管局提醒， 以下
这些套路要警惕：
以中医药“
预防”
“保
健”“治病”为名，或假借
医学理念和术语进行欺
骗； 以免费送礼品或用
“保健品”包装盒、票据换
礼品等；假冒公益活动的
名义，吸引消费者来听普
及健康知识讲座，实为推
销“保健”产品；称产品能
治多种疾病，引诱消费者
上钩； 上门提供亲情服
务， 向老年人推销产品；
以免费旅游为噱头，销售
“保健”产品（服务）；利用
健康养生节目（栏目），变
相发布医疗、 药品、“保
健”食品广告；通过网络
“刷单炒信”，使消费者对
产品销售产生误解；以购
买公司股票可获得高额
回报为幌子，引诱消费者
投资、购买等。
■记者 奉永成

延伸
权健湖南分公司已停业
近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11
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权健
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已停业。
权健湖南分公司位于长
沙岳麓区望城坡街道金星南
路。记者发现，该公司大门已
经上锁， 拨打公司电话未能

接通。据了解，长沙城区曾有
多家含有“权健” 字眼的店
铺，今天，记者通过高德地图
搜索“长沙市权健”字眼，已
找不到相关地址。目前，市场
监管部门已要求权健长沙公
司停止一切经营活动， 并针
对虚假宣传、 涉嫌传销等行
为， 对位于长沙市的权健公
司以及所有火疗店进行上门
检查。
■记者 奉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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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宣教，签安全责任书
人大代表为快递小哥送上交通安全“大餐”
本报1月11日讯 近年来，随
着电商、订餐平台的飞速发展，快
递小哥、 外卖小哥的队伍正在迅
速扩容， 他们给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但为了
抢时间、跑单量，经常会看见他们
骑着电瓶车、摩托车，在大路上飙
车，在狭窄的楼间、巷道穿梭。还
有不少人逆行、 闯红灯、 超车抢
道、骑车打电话，甚至飞驰在人行
道上， 给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带
来威胁。为此，长沙市人大代表张
顺新建议重视快递小哥的交通安
全问题， 加强对外卖配送车辆交
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完善配
送行业保险制度。
由于抢单的多少和自己收入
直接挂钩， 快递人员往往在送单
过程中会一直盯着手机， 想着抢
单、 送单而忽略了最为根本的道
路交通安全，对超速、闯红灯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抱有侥

幸心理，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张顺新表示，目前，长沙快递企
业日常管理的重点仅在于外卖能否
顺利快速送至客户手中， 对于在配
送过程中员工是否能做到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 是否能保障自己和他人
的交通安全关心较少。此外，配送车
辆绝大多数是电动车， 多由骑手自
带，行业缺乏有力的监管。
张顺新建议，强化对快递、外卖
企业的监管。 公安交警部门要与快
递、外卖企业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
实行红黄牌警告制度和约谈制度。
定期深入企业查看单位内部规章制
度，车辆、驾驶人的基础档案，监督
其内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
此外，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每年定期（如“双11”前）免费对驾
驶员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切实
增强他们文明交通意识。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肖乾瑄

受贿112万余元财物 697万余元财产来源不明

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汤新华一审获刑五年
本报1月11日讯 非法收受
财物100多万元，另有近700万
元不能说明来源。今日上午，湘
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省委统战
部原副部长汤新华 (正厅级)受
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开
宣判，被告人汤新华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犯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
汤新华受贿所得予以追缴，上
缴国库。宣判后，汤新华当庭表
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1年

至2017年，汤新华利用担任中
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
南省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省总商会副会长的职
务便利， 在工程项目招投标、
人事提名推荐、企业经营等方
面为请托人肖某某等个人和
单位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
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的
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2万余
元。截至2017年11月30日，被
告人汤新华尚有人民币697万
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通讯员 尹静

建个湖湘豆腐文化旅游产业园，如何？
定罪

法院认为， 汤新华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
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受贿罪；汤新华家庭财产明显
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且
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构
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汤新
华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系共
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汤新华
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本报1月11日讯 长沙人爱吃
豆腐，每天大约要吃掉80吨黄豆制
作的各种豆制品。然而，就是这么
一种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
菜”， 可能用的是发霉的大豆作原
料，也有可能是在脏、乱、差、臭的
环境中生产的。无证照地下小作坊
的“黑豆腐”充斥着长沙市场，如何
才能让市民吃上放心的豆制品？1
月9日， 长沙市政协委员张庆和提
交提案，建议建设湖湘豆腐文化旅
游产业园，加强豆制品的集中化生
产经营，保障其食品安全，充分发
挥产业的集聚效应，推动豆制品产
业做大做强。

张庆和建议， 湖湘豆腐文化
旅游产业园集豆制品产品生产经
营、传统豆腐文化体验、观光旅游
和购物消费、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
体，将设立大豆种植园、豆腐制作
体验区、现代豆腐生产区、豆腐装
饰艺术区、豆制品品牌博览与销售
等展馆、展区，形成围绕豆类产品
生产经营，集大豆种植、豆类产品
生产与加工、 豆制品历史文化展
示、旅游消费为一体的产业集群。
张庆和表示，湖湘豆腐文化旅
游产业的建设将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肖乾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