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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

警惕打着“分享经济”
幌子的网络传销

新华社南昌11月12日电（记者袁慧晶）相
比于传统传销，网络传销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
江西省鹰潭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日前公布一
起网络传销典型案件，涉案企业打着“分享经济”
的幌子来进行非法传销活动。

记者了解到，天津联家兴物联网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利用“中国物联网分享经济平台”，在鹰潭
市余江区以投资680元购买项链为幌子，通过奖
励制度，吸引会员加入并发展下线。根据会员发
展下线的人数和金额，分别给予不同比例的奖
励。经查，从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3月
12日，平台拓展部部长许某发展会员11万余人，
投资金额近7500万元；其下线周某在余江区内共
发展会员233人，投资金额16.73万元。

市场监管部门认为，该公司运营的“中国物联
网分享经济平台”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禁止传销的
相关规定，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责令相关当事
人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资金7500万元，并处
罚款200万元，合计7700万元。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近年来，网络传销采取了
更加隐蔽的包装术，常用的幌子包括电子商务、分
享经济、网络理财等。消费者要识别传销，首先要
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有高风险；其
次，无论传销的形式如何变化发展，其实质仍是以
购买份额作为入门费，发展下线人员、拉人头组成
层级，以下线人员“业绩”作为获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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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兜售非标调和油，有的与居民厨房为邻……

“黑加油站”为何屡禁不绝？
没有防雷、防静电措施，没有消防设备，一些不法分子私自建加油站、改装油罐车，在街上公然揽客……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在广西一些地方，有人非法销售国三、国四柴油以及非标调和油，造成车

辆损害和环境污染。有的“黑加油站”就设在正规加油站边上“抢生意”，有的与居民厨房为邻，成为公共安全
“隐形炸弹”。近日，广西公安部门重拳出击，已打掉多个“黑加油站”。

日前，记者在广西北海市云南
南路一处停车场看到，3个锈迹斑
斑的油罐藏身于众多大卡车之间。

“高峰时这里有20多个油罐，相当
于一个成品油仓库，这些油罐大多
接近报废期或已经报废。不法分子
就用这些没有任何静电处置设施的
危险油罐，给附近大货车加油。”中
石化广西北海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黑加油站”过去
兜售的主要是柴油，如今，危险系数
更高的汽油也被拿来牟利。在南宁、
钦州、梧州、防城港等地，一些不法分
子自建加油罐、改装油罐车，在街面
上公然揽客。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
附近10多公里的路上，油罐车、“黑
加油站”等违法加油点多达12个。

中石化广西北海一个加油站站
长说：“有不法分子将厢式小货车改
装为流动加油车，车内柴油、加油

枪、计价器一应俱全，就在加油站路
边兜售‘黑油’。”他说，一般情况下，
该站每月柴油平均销售量为 80
吨。由于“黑油”泛滥，如今每月销
量下降30％。

业内人士介绍，国道沿线的沙石
场、厂矿企业集中区、大型停车场、
货车修理厂、居民楼附近都是“黑加
油站”的密集分布区，针对运输车
队、建筑工地等非法销售汽、柴油。

以钦州和防城港为例，据相关
部门摸排发现，目前两地存在非法
销售窝点60多个，流动加油车160
多台，每月非法低价销售油品大约
在7000吨以上。北海市区域内的
黑窝点有三四百个，黑油车 200
辆。钦州市公安局的数据显示，当
地公安部门自2016年9月以来已
打掉非法经营的固定加油点超过
40个，扣押油品200多吨，涉案金
额超过5000万元。

据了解，广西的“黑油”来源有
几种：有的是从正规油库以优惠价
格批发出来的，但多数是一些民营
化工企业利用国有大炼厂的下脚
料、化工产品、燃料油等调和出来的
非标油品，还有一些是沿海沿边地
区走私油、各地车辆被盗油品。

中石油广西钦州销售分公司一
位职工表示，这些油品质量参差不
齐，对车辆发动机损伤较大，也不利
于环境保护。自2017年 1月1日
起，我国全面供应符合国五标准的
车用汽、柴油，停止国内销售低于国
五标准车用汽油、柴油。非法经营
者多销售国三、国四柴油甚至非标
油，对环境污染较大。“在此前一次
多部门联合打击‘黑加油站’过程
中，我们发现，不法分子销售的油品
硫含量远远超出国家标准。”钦州一

位知情人说。
除了质量没有保证，这些非法

加油点设备简陋，缺乏必要的安全
保障措施，经营者缺少安全意识和
安全技能，极易发生安全事故。执
法人员发现，北海、钦州、玉林的一
些非法窝点，将油罐安放在室内，封
闭空间一旦油气混合比达到临界状
态就会发生爆炸。

一些安监部门负责人介绍，许多
“黑加油站”无防雷、防静电措施，无
消防器材，安全隐患巨大。不法分子
甚至在民宅内改装、藏匿油罐，如发
生火灾或爆炸很容易波及周边地区。

“2017年查处的一起案件中，厨
房就在‘黑油点’旁边，嫌疑人给车辆
加油的同时，其家人就在一旁炒菜，
安全意识极其薄弱。”钦州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某大队教导员陈振邦说。

业内人士介绍，“黑加油站”投入
小、技术门槛低、收益高，不法分子购
置一两个1000升左右塑料罐加上一
台小加油机即可开始作业，通常开设
在隐蔽偏僻处不易被发现。受暴利
驱使，许多不法分子加入到疯狂兜售
劣质成品油的行列中。

除了低价倾销，“黑加油站”常
常通过赊销、送油上门、沿路兜售、
应约卖油等方式揽客。“客户一个电

话，流动加油车就开过去，加完就跑
了，流动性非常大，查处难度大。”广
西防城港一位正规加油站站长说。

据了解，治理“黑加油站”涉及
公安、安监、工商、质监、环保、消防、
运管、税务等多个部门。业内人士
建议，应形成固定的联合执法机制，
在相关车辆出行高峰期、双休日等
开展不定时打击查处，规范成品油
市场秩序。

此外，正规加油站申办困难及
部分山区乡镇没有正规的加油站
点，也给“黑加油站”的出现提供了
市场。业内人士建议，应完善正规
加油站的布局，方便偏远地区群众
就近加油。同时，大力宣传“黑加油
站”的危害，减少劣质油对车辆的损
害和环境污染。

（新华社南宁11月12日电 记
者覃星星 何丰伦）

10多公里路“黑加油点”多达12个
有人在正规加油站路边兜售“黑油”

“黑油”多为掺假调和非标油
有人在民宅内改装、藏匿油罐

“黑加油站”门槛低、流动性强
应加强部门联合执法

生产日期自己定 减肥“神”药“隐身”卖

看非法网店如何“套路”你？
号称“纯植物”的减肥胶囊实际“违禁”，从原料引进到产品卖出全程无追溯，散装胶囊进货后卖家自己打码生产日

期，仅一家网店就能卖出上百万元、销售遍布多个省份……
“双11”刚刚结束，随着人们对网络购物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产品上网销售，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风

险。记者从司法机关了解到，近年来，一些有毒有害食品和假药在网络上通过种种方式“隐身”售卖，而其中违禁化学
成分添加严重更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消费者网购需多加小心，有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从生完孩子有点胖、自己网购减
肥药的年轻妈妈，杜莹一步步成为自
行包装假药的某中药养生堂网店店
主，最终因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罚金240万元。凭借绕开敏感关
键词等手段，杜莹的“中药减肥胶囊”
销售金额共计100余万元。

“我卖过两种减肥药，网上的商品
名分别叫‘加强版老客户专拍’和‘特
效老客户专拍198’，商品照片没有放
到网上，也没有直接写是减肥药，因为
知道这种药品是三无产品，而且电商
平台也不让用‘中药’等字眼描述商
品。”杜莹说，自己通过购买减肥药的

商家认识了同城的代理薇薇，后来就
陆续从薇薇处进货散装减肥药，用网
购的空药瓶和标签进行包装，再通过
微信朋友圈宣传，为网店“引流”。

案件的证人郭女士曾两次在杜
莹的网店购买减肥胶囊。郭女士说：

“看到店铺介绍是纯中药成分，服用
安全，并且网上买家口碑较好，就购
买了。吃过后开始确实瘦了，但后来
再服用就不管用了。”

根据鉴定机构的检测报告，杜莹
店里的“中药减肥胶囊（特效型）”“纯
中药减肥胶囊（加强升级版）”中含有
西布曲明、酚酞等国家禁止在保健食
品中添加的化学成分。

杜莹的案例并非个案。记者从北
京市检察机关获悉，近年来已办理多
起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微信朋友圈、网
络店铺等生产销售假药和有毒有害食
品的案件。犯罪分子在家中用一部手
机、一台电脑就能开张，让来源不明的
保健食品通过网络平台“隐身”销售。

——“隐身”售卖，圈子营销。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吕永浩说：“有的店主通过微信宣传
后引导顾客到电商平台下单，为规避
平台审查将商品化名‘特效胶囊’‘老
顾客专拍’等，让圈子里的顾客一看
就懂。有的‘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平
台推销‘纯中药减肥胶囊’，进货价

100 元的产品经过层层倒手后以
1900元卖给消费者，借助粉丝经济
对非法产品进行包装，辐射人群数量
呈几何式增长。”

——日期自己打，来源难追溯。
据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判刑的罗
建平供述：“我们自行把胶囊板装盒后
售卖，卖出去的时候再打上年月，实际
生产日期我也不清楚。有些顾客反映
吃了之后肚子不舒服、口干、不想吃
饭，我就想减肥胶囊可能有问题，问供
货的人说也是找别人做的。”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孙兵说，一些不法商贩通过网络联系、
快递发货，产品源头很难追溯。据执

法人员查询，罗建平店内多款产品上
印制的批准文号在相关管理部门网站
上均“查无此产品”。

——违禁化学成分危害大。记者
发现，一些非法保健品热衷披上“纯中
药”“纯植物”的外衣，在产品名称中加
入“水果配方”“苦瓜提取”等词汇，有的
将违禁的“核心原料”与当归粉等原料
混合，增加“中药味”。非法减肥产品中
添加的西布曲明可增加心血管疾病风
险，酚酞是处方药，使用过量可引起电
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严重后果。记者
了解到，在实际案例中一些消费者食用
后发生了头晕、厌食、腹泻等不良反应，
重者呼吸困难后送医院抢救。

业内人士透露，非法生产者靠一
两个人在家就可以手工灌装胶囊，销
售也是通过网上进行，全程和消费者
不见面，即使有群众举报，执法者单靠
电话、网址等线索也难以找到人，隐蔽
性强，查处难度较大。

据了解，阿里巴巴等网络平台近
年来已与一些地方的公安、食药监、工
商等部门开展合作，利用大数据等方
式发现并及时向执法部门移交假货的
问题线索。

“北京市食品药品稽查部门已

于近年成立网监大队，加强对网络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北
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目前一些网店开店门槛较低，建
议进一步从保健食品网络销售流通环
节完善相关规范。”孙兵说，公众也应
理解“保健品不能替代药物”等基本原
则，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丰台法院对通过网络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的罗建平及其妻子进行刑事
判决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

提起了北京首例消费领域的民事公益
诉讼，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近日做出判决。

“因本案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
消费者，可以直接依据民事公益
诉讼的判决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
讼，减轻私益诉讼中消费者的举
证责任和维权成本。”北京市人民
检察院第四分院民事检察部主任
刘晨霞说。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
林苗苗 熊琳）

新华调查

成分不明、全程无追溯？
揭秘个人网售非法保健食品产业链

隐蔽性强、危害面广
食药安全网如何织密？

网络“隐身”售卖
“纯中药胶囊”实则添加违禁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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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11月12日电（记者坚赞 黄浩
铭）记者12日从西藏江达县金沙江堰塞湖前线指
挥部了解到，当日10时50分，金沙江白格堰塞湖
水位超过堰塞体人工泄流槽，开始泄流。

根据应急管理部12日 12时提供的数据显
示，堰塞湖水位累计上涨61.08米，超过泄流槽底
坎（2952.52米）0.92米，查算堰塞湖蓄水量约5.28
亿立方米。

为做好堰塞湖应急处置工作，国家防总按照
《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于12日4时启动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西藏、云南等地和长江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长江防总根
据《长江流域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于12日4时启
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
部按照《西藏自治区防汛应急预案》，于11日20
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Ⅱ级升级至Ⅰ级。

11月 3日，金沙江白格段再次发生山体滑
坡，形成堰塞湖，造成金沙江断流。

金沙江堰塞湖过流泄洪
堰塞湖蓄水量仍约5.28亿立方米

11月12日，西藏昌都市消防队员从高点观察
泄流情况。 新华社记者 坚赞 摄

如何正确使用
抗菌药物？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王秉阳）你
是否在感冒时习惯性服用抗生素？是否与家人共
用抗菌药物？专家表示，这些很可能属于抗菌药
物的滥用。

在12日召开的2018年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
启动会上，《2018年抗菌药物宣传周倡议书》发
布，为了避免培养耐药菌，导致无药可医，专家们
对抗菌药物的使用支了几招：

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等
属于病毒性感染，不能使用治疗细菌真菌感染的
抗菌药物。要认识到，如果不对症使用抗菌药物
不仅无效还会危害健康；服用抗菌药物前请务必
先咨询医务人员，凭医师处方购买和服用抗菌药
物，不与其他人共用抗菌药物。在使用抗菌药物
期间，不任意服药，不随便停药。

为提高社会公众对抗菌药物的认识，减少细
菌耐药对健康带来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
年将每年11月第三周定为“世界提高抗菌药物认
识周”。这是国家卫健委连续第3年举办“提高抗
菌药物认识周”活动。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张宗久介绍，此
前国家卫健委会同农业农村部等14个国家部委
制定发布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
2020年）》，成为全球最早发布和实施行动计划的
国家之一。

张宗久说，目前我国遏制细菌耐药的社会
治理体系逐步形成，抗菌药物使用合理化水平
不断提高，细菌耐药形势总体平稳向好。但也
存在公众对抗菌药物的认识有待加强，地域间
管理状况差距较大，基层医务人员用药水平不
高等问题。

本次启动会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
局主办，《健康报》社承办，今年主题为“停止过度
使用和滥用抗菌药物”，提倡合理、谨慎、负责任地
使用抗菌药物。

专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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