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30日 星期四
编辑：李秀芹 郑娅敏 组版：车时超 美编：严勇杰
2017年11月30日 星期四
编辑：李秀芹 郑娅敏 组版：车时超 美编：严勇杰0707 视野/广告视野/广告

!"#$

%&'(

)*+,

-.-/

0123

!"#$
!"##$$$%!"#$ !"#$%!&'()

!"#$%&

!"
!"#$
!"#$

*+,-./012!""3!#$456789:;<

45%&!"#!$#%"
!"#$%&'%()%*+
,-+./0123456

!6789:8;<=>!"#$&#'!

!?@-.-/ABC!"""()"!

DAE01F2
789:8;<8!"!#$%%!&#&=

%&'()*+,
>?@A$$#BCDEFG'("HI
!#))*'JKLM%&'NOPQR
STUVWX!)))*'YZ[\]^
9_%%&&"!'( $)%!')!*$$%=

`abcdTe!fFgh"I9
i#$$$WjIkl5mXInH
oXp%&qI%$'S8I%$$$()
rstu%&'())%*+*%,-.

'()*

-./0
v56wxyz{I

|}~!"# *$$$%
+!&'( %$$$%+
!&I)*+,-.l/
d&'!01u

2354
/0123456789:

12/0
vwxyz{I"5

6z.}5I6789:
;<=I)*+,-.l
/d&}501u

2354
/0;<=>?@A789:

12/0
vwxyz{I"5

6z.}5I6789:
;<=I)*+,-.l
/d&}501u

2354
/0;<=BCDEF

G789:

3456/0
v,>?@!ATBTCDE

F!BTCDE8Gz.Iz.HI
F!BTCDEI89F!BTCD
E:;=uJF!BTCDEKL
+M"54NOPQR+$QVIS"
F!BTCDE:;=TUKLu
VW+XYZ@ VW[\X!"&&&%&,$,$
]^X,>?_`a@bc
deX"!$,)$
/HIJKL"M"NOPQKM

"NOPRST

fghijkljjmhhQw
xz.I"56n|}~!"
ojiii$%+!&'(pi$
%+!&Iqrs54IKL+
Y.54PQRtpQVuv"
56:wK'Oxyz{u
UVWXDYZ[\]789:

*(%̂_%%̀ *'a

+,-.

GH!"#$%&'()*+
,,-./0---,-1.2.34567
789:;<=.-0>?>@0A
BCDEFGHIJKLK'
('MNOPQRS
GHTUVW%&'(XNY
Z[\]^A0,,-./0_ .̀/0a
/b0c34567789:
;<=.-02?1@02BCDE
FGHIdeJKPQRS
GHTUVW%&'(34f
ghijLCk+l,,.1--/,
m20-.PQRS
IJ,34nopqrpst
uvfD%&'(fwEno
xyz{|D}LD}]^,,
-.0m.,>-LD}+^-,-AA1.m
~!01./>.."PQRS
KL3#$%&'(%&'(
34no7#$)789:;
<=.-0>?-0@-2BCDE
FGHIdJKL)*+*,,-.
0.---.mA0/0PQRS
KL3#$%&'(%&'(
34+zuzz,-.jdJ
K/NKLz,-.j0+,,
-..2>/->10>/.PQRS

KL123+456%&'(
34Y7-.jdJKL0+
,,-.-,11-0,m0>PQRS
MN38B9:;,%&'(
<=>7?34FGHIdK
,,-./.---.1-02,PQRS
KL3#$@ABCDE73
4F,M.OeD}M0OL
PQRS
KLGHIJKL%&'(3
4FGHIJK.M.LXNYZ
[\]^NA0,,-.0.-m.A,.
2mb/LOPPQ
OPQRST%&'(34F
GHIJKL)*+,,-..>-
---.0/2/LPQRS
OPQQRSTDUV834
WXY]^jdJKL]^2
.>0,-A-Z.PQRS
KR[\]^%&'(34_
`aXb=.-0-?,@0-BC
DEXb-.jdKL_X-
cd-200100+PQRS

KLefghgijUkl%
&'(34fghijLCk
+l,,.--,>,-02-0Lfgmn
opmnq7rnPQRS
KL3efstuvpw%&
'(34FGHIdJKL)*
+,,-.00----2A.,.PQRS
KLxyz{pw%&'(3
4xyz|\D}LD}]^
,,-.0m10,-LD}+^--0m2A
1mL}~!no"#$%&'
?(%&'(LD})z*b
~!1>--"+LPQRS,
KL-./v01%&'(3
4no7#$)789:;<
=.-0>?00@.-BCDEFG
HIJKLXNYZ[\]^A0
,,-.0._ .̀/02-2bbPQRS
)*34F5no6'(L3
4789E:;45N<Lz
=+02----,/11/.LPQRS
STU3434>?G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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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局的一线工作了30
年，撞进郝如翔眼里的虚假营
销形形色色。他的手机相册
里，三分之二都是用来存证
的，有词句夸张的宣传海报，
一脸懵懂的老人，以及侃侃而
谈的假专家。

对这些售卖者，工商局的
处罚力度越来越大，从罚款几
千元，到几万元，到现在的行
政拘留。一位店主已经被行政
处罚两次，郝如翔劝他，再有
下一回，就该承担刑事责任
了，“别再做这个了”。

除了不断加大处罚力度，郝
如翔也没想出，是否有其他让保

健产品虚假营销绝迹的好法子。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那

些保健品的售卖会、产品推介
会，开始跟工商局的工作时间

“错峰”。早上6点开始，开到
七八点钟，赶在工商局上班之
前结束。这些活动的场地往往
是租赁的，工商局事先也很难
知道他们聚集在哪里。

郝如翔在街上转悠，总结
出了规律——那些能容纳足够
多人的场所，要是哪里的门口
突然停满了电动车、自行车，
多半就是有情况。

如今郝如翔“火”了，“卧
底”的视频，在网上的点击量

超过了1000万。媒体的电话从
北京、广州等地打来。有记者
问他，知道自己现在是“网
红”了吗，这位快要退休的老
人笑道，头一次听说这个词。

他上了当地的电视、报
纸，照片也频频出现在网络
上。他再走进养生保健场所，
老板一见他就站起来招呼：“郝
局长来啦？”

这下，郝如翔觉得自己的
“卧底生涯”恐怕要结束了。“只
能让局里其他有白头发的同事
去了。”他哭笑不得，“实在不行，
我们局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呢。”

据《中国青年报》

保健品营销现场气氛热
烈。几百位老头老太太坐在
那里，欢呼着鼓掌，只有郝
如翔一个人偷偷垂下手，把
手机藏在袖子里，打开了摄
像头。

台上，自称来自“北京医
科大学”的专家，拿着一小包

“灵芝孢子粉”侃侃而谈。他
家的产品“效果神奇”，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糖，吃了
孢子粉，这都不是事儿。台
下，这些话被一字不漏地录
进郝如翔的手机里。

听了两天的产品宣传，
第三天，11月 16日早上6
时左右，郝如翔领着山西省
朔州市工商局、公安局、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三个部
门共80多名执法人员，突
击检查了位于朔州龙凤酒店
的营销场地。这时，那位

“专家”才知道，台下坐的
郝如翔是朔州工商局副局
长。

面对郝副局长手里的录
音录像证据，营销者蔫儿
了，受到了“行政拘留 5
天”的处罚。

这不是郝如翔第一次
“卧底”。他听过各式各样的
“健康讲座”，进过市里大大
小小的养生体验馆。他把制
服一脱，顶着一头花白的板
寸，就像个领免费鸡蛋的普
通老人一样，走进了一处售
卖“温玉理疗床”的场地。
这款保健床，价格被标到1

万多元，号称可以“释放红
外线”，不但能“杀菌消
毒”，还能“防止血栓形
成”。

自称是老中医的男子招
呼郝如翔坐下，三根手指搭
在了他的脉搏上。“糖尿
病”“高血脂”“高血压”，
吓人的词一个接一个抛出
来。

“我经常锻炼，体检各
项指标都正常，哪有那些
病。”回想起这段经历，郝
如翔哈哈大笑。

这位53岁的工商局副
局长，分管的是经济检查、
综合办案、直销监管和消费
维权工作。在他的印象里，
针对老年人消费群体的保健
产品虚假宣传，从十几年前
就开始出现了。

“老人的钱好赚，养生
的钱好赚。”郝如翔感慨。
他所生活的朔州，是座靠着
煤炭资源发展起来的西北小
城，如今已经步入人口结构
老龄化阶段。2016年，全
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近 24
万 ， 占 到 人 口 总 数 的
13.5％。

老人们越来越乐意在医
疗保健上花钱，号称能改善
睡眠的薰衣草被子、能净化
血液的水疗仪，被他们大包
小包地扛回了家。去年朔州
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涨幅是
3.8%，排在第一位，超过
了衣食住行的涨幅。

起初，郝如翔没想用“卧
底”这招。对于工商局来说，
找到保健品营销的地方很容
易，有些消息来自受骗老人的
儿女们举报，有些则是工商局
工作人员在街上收到的传单。

但是，当郝如翔和同事们
一起，穿着制服，肩膀上别着
执法记录仪，走进那些体验店和
营销会时，营销者有时会站在台
上，举着话筒问台下的老人：“你
们说，我骗（你们）了吗？”台下的
老人一起喊着回答：“没骗！”

证据难找，被骗的老人也
不配合。用郝如翔的话说，“洗
脑太成功了”。许多老人甚至会
拽着他的衣服，梗着脖子嚷：

“这东西真的有效。”
一位老人拦住郝如翔，一

口咬定自己没受骗，“病都好
了”。老爷子80多岁，每天都
要去一家卖水疗仪的屋子里消
磨时间。他坐在铺着电热垫的
椅子上，接一杯净水器里流出
来的水，一口一口喝下去。淘
宝上不到1000元的净水器，在
这里可以卖到上万元。

工商局查了那家店之后，
甚至有一位市里的退休老干
部直接找到郝如翔，替那位老
板求情，说那款产品她也买
了，觉得用着挺好。

郝如翔给对方讲科学，讲
法律，讲到后来，老干部脸色
都变了，“察觉到自己受骗了，
花了冤枉钱”，匆匆忙忙走了。

许多受骗者都是空巢老
人，还有些受骗者文化程度不

高，防范意识差，很难看穿那
些带有欺骗性的套路。郝如翔
这才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
换上便衣，自己到现场去搜集
证据。“卧底”时，他混在老人
中间，听着那些让他觉得“不
科学”的话，偷偷保存证据。
等换上了制服，他会干脆跳上
台抢过话筒，给台下的老人们
讲法律讲科学。最近一次行
动中，他提前联系好市里的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一起参与，让
真正的专家上台做科普讲座。

“难得他们替我们把这么
多老人聚集到一个地方了，这
么好的机会不用白不用，正好
让我们来给老人们讲讲科学，
让他们别再受骗。”他一脸打了
胜仗般的笑容。

除了揭穿骗局套路 他还为老人们做科普讲座除了揭穿骗局套路 他还为老人们做科普讲座
工商局副局长“卧底”保健品营销会场

一不留神成了“网红”“卧底生涯”恐怕要结束

一年“卧底”近10次
工商局副局长
揭保健品骗局

一年“卧底”近10次
工商局副局长
揭保健品骗局
53岁的山西朔州市工商局副局长郝如翔一年里“卧底”保

健品骗局近10次，成功端掉涉案团伙近10个。近日，他更是因
“卧底”针对近千名中老年人的健康讲座骗局，并一举端掉保健
品推销团伙而走红网络。

郝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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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