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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揭保健品营销黑幕
以各种方式获取老年人信息
摸清老人心理骗局环环相扣
陕西的陈大爷患心血管病已有多年。女儿要带
他去医院体检，他死活不肯去，坚持说:“人家说我
有脑梗，要吃专门秘制的
‘
玛卡’才有效，不然的话，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
有时陈大爷吃了保健品感觉不适，推销人员马
上告诉他，
“
吃了不舒服的， 正好说明产品有效果，
这是和体内疾病作斗争的正常反应”。
听了陈大爷的事， 曾从事保健品销售的肖霞
(化名)抿着嘴笑了，
“
套路，都是套路”。 公司会进行
专业化培训，各个层级的人员分工清晰，形成了一
条成熟的营销链条，各步骤环环相扣，终极目的就
是让老人掏钱。
自称已经“
金盆洗手”的陈纬民(化名)，曾经是
一家保健品公司的会议营销讲师。他对老人进行洗
脑时的身份，是
“
健康专家”。
陈纬民告诉记者，很多会议营销，都是用免费
赠送小礼品的手段吸引老人参加。“
老人来了，一开
始不要讲产品，而是传授一些保健秘笈，给老人讲
养生常识，并引入一些生物科技、量子科学、激光治
疗等时髦概念。 ”陈纬民说。
讲课第一天，陈纬民会向老人推荐一种小型按
摩器，能起到磁疗和理疗、治疗慢性病的作用。 但这
么好的东西不卖，只用于奖励那些积极参加互动的
老人。 于是，很多老人为了奖励都会积极参与互动，
用不上两三天时间，老人的胃口就被吊起来了。
在会场， 陈纬民声称有一款价格过百万元的
“
量子弱磁场分析仪”， 可以为老人进行免费体检，
但检查结果出来后， 业务员一脸焦急地告诉老人，
病情现在已很严重，为卖保健品做好铺垫。 陈纬民
说，对于保健品的销售，一般是采取限时抢购的形
式，声称只卖两三天就不再销售了，让那些还在犹
豫的老人赶紧掏腰包，以免因停售而后悔。
“这个行业的利润可谓暴利，成本价也就两三
百元的产品，经过一包装，卖给老人的价格翻了好
几倍。 ”陈纬民说。

保健食品欺诈向农村蔓延
不法分子多瞄准留守老人
知情人告诉记者， 随着城市打击力度的加大，
保健食品欺诈乱象开始向农村转移。
家住安徽省合肥市郊区的吴奶奶今年 70 多岁
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孝顺，每月能给她提供
3000 元以上的生活费。

达州广播电视台

现场取证困难监管不易
建新格局避免分散而治

保健品行业可谓暴利,
成本价仅两三百元的产品,
卖给老人的价格翻了好几
倍。
随着城市打击力度的
加大,保健食品欺诈乱象开
始向农村转移;在与执法部
门玩了多年“猫鼠游戏”后,
一些保健品公司开始研究
各种办法规避打击。

吴奶奶的身体状况在同龄人中还算不错，生活
能够自理。 可一年前，村里来了一批卖保健品的人。
吴奶奶跟着别人去听了一次讲座后，就一发不可收
拾了。哪里有讲座就跑到哪里。跟被洗脑似的，认为
保健品能治百病。
在合肥打工的朱毅告诉记者， 从今年夏天开
始，在他农村老家附近的广场上，经常有人开车过
来，推销一款说是可以治好高血压的保健品。
最近回老家一次，朱毅的母亲给他讲了“捡便
宜”的经历，让他哭笑不得。
朱毅的母亲闲着没事，经常去广场“看热闹”。
卖保健品的人声称保健品效果很牛， 保证药到病
除。由于每盒药要 100 元，不少老人都不舍得买。于
是，卖保健品的人承诺，谁先买谁优惠，第二天药钱
全部返还，前三名倒给 100 元。 也就是说，这些药是
白给的，还有可能赚到钱。 于是，一些人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就买下来了。
第二天，村民真的收到了卖保健品的人原封不
动的退款。 于是，包括朱毅母亲在内的大半个村子
的人都买了保健品。 可是等到第三天，卖保健品的
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朱毅所在村的妇女主任吕女士说，“农村这些
老人多数是留守老人，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又缺乏
辨识能力，希望相关部门多做防骗宣传，提高老人
防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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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理专家认为， 老人之所以对保健品“着
魔”，是因为老年人大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他
们非常渴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 而这些所谓的保
健品讲座，常常夸大其词，宣传能够治好各种疾病。
南昌的方大爷买了一盒“玛卡”， 花了 3800
元，推销人员声称能治脑梗、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方大爷服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毫无效果。 在确认为
“三无”产品后，方大爷先后向当地派出所、工商
局、食药监局求助，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记者采访发现， 在对保健品虚假宣传的查处
上， 除了方大爷这样的消费者遭遇投诉无门外，监
管部门也有一肚子苦水。
“
猫鼠游戏”
事实上，在与执法部门玩了多年的
后，一些保健品公司也在研究如何规避打击。
“
健康讲座一般选择早上 5 点到 6 点之间，这
个时间段执法部门基本上都没有上班，不会有执法
人员来干扰会场。 ”成都市市场监管部门一名工作
人员说，他们想进入会场暗访，但会场门口的保安
发现是年轻人就坚决不让进，执法人员要想获得一
手证据相当困难。
河南某食药监局保化科的曾科长告诉记者，以
前，保健品公司大多在会场宣讲产品功效，然后开
始营销，执法人员很容易抓到证据。 但如今这些公
这
司都改成了会议营销，让老人去指定地点购买。“
种把营销推广与实际销售分开的模式，给执法监管
带来了很大难度”。
曾科长还说，一款普通的压片糖果，包装盒上
印着是保健食品，但销售员却对老人说，这是能治
百病的
“
神药”。 可我们一检查，销售员马上改口说
是保健食品，没说能够治病。 更多的时候，老人不配
合我们，反而配合销售员。“
以前保健品推销，还制
作印刷品和资料，现在都是面对面宣讲，我们很难
查处”。
有专家认为，保健品监管的难点，还在于缺乏
有效的执法手段。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因单个部门
职能所限，一般是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然而要形
成大规模联动机制并不容易。“
2018 年 3 月，国家
组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过去分散式的各部门监
管变为统一的集中监管。 在新的监管格局下，可以
在组织市场监管、推进综合执法方面形成良好
的制度模式， 真正避免以前分散而治、职
（法制）
能交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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