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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健遭遇“丁香医生”的
质疑后，京东、苏宁、淘宝等紧
急下架权健相关商品，目前在
上述平台已经无法搜索到相关
结果。

目前，在京东、苏宁、淘宝
等电商平台上，搜索“权健”，显
示“抱歉没有找到商品”或“无
法显示相关的商品”，权健相关
的保健品及食品系列已经全部
下架。在该事件之前，淘宝网可
搜索到“权健”系列商品，包括
牡蛎肽男性保健品、漅美紧致
抑菌凝胶、石墨烯卫生巾等商
品仍正常销售。

在京东等平台上有多家营
养保健品店铺售卖“权健”系列
商品，并称这些商品为保健品，
不过店家无法提供相关保健品
批号。对此，京东方面表示，已
将平台在售的所有“权健”相关
商品下架。

据中新社、北京青年报

本报记者

火疗只是敲门砖
权健的产品非常多

周姐告诉记者她自身有多种疾
病，有食道方面的，还有颈椎病、肝
硬化等。六七年前，她被查出肝硬化
后，就开始有很多身边的朋友给她
介绍各种药，这其中就有权健，但她
一直没有参与，但后来另外一件事
让她入了伙。

“我一个朋友是做权健的，有一
次我扭着腰了，她就跟我说，你来我
这里做个火疗吧。”周姐说，当时她
就去了。“火疗这个东西，弄在身上
热热乎乎的，做完之后很舒服，那时
候觉得挺好的。”

从朋友那里体验了火疗之后，
周姐就开始接触上了权健，开始了
听课，学习，发展下线的轨迹。“刚开
始他们给我说，权健的产品都是祖
传秘方，包括这个火疗也是，我就冲
着这个祖传秘方去的。”

“等深入了之后，我才知道火疗
只是进入权健的敲门砖，其实它里
面的产品非常多，但主要赚的还是
拉人头的钱。我都是自己先试吃体
验，觉得有效果了才推荐给别人。”

周姐说，去听课的时候，台上的
老师就是给你“画饼”。“他会说，你
发展一个下线7500元，一次让他交3
个7500元，你一个月发展10个人，就
是22万多，你的下线再继续发展，那
么你一个月的收入就过好几万。”

这样说之后，会让很多人动心，
此外会场上老师的声情并茂也非常
打动人，处在那个环境里的人很容
易就被说服了。“老师会说，最先交
钱的人会在这个单子的最上面，在
下面的人都会成为你的下线。而实
际上，并不是如此，谁拉的人还是会
分在谁名下。”

据周姐说，有时候上个厕所的
功夫就能看到有人就交了钱，成了
经销商。

“体验过这么多保健产品，我觉
得很多保健产品都是忽悠人的，这
些产品都号称从脚趾到头发丝都能
治疗，我现在对这些是一点都不
信。”

想把别人发展成下线
结果差点被骗搞传销

在一家名为直销同城网的网站
上，周姐的个人信息依然还能被搜
到。据周姐介绍，直销人员为了在这
样的网站打广告，让更多人能搜到
自己，很多人都会花钱。而记者也是
通过这些网站联系到的周姐。“我为
了上这样的网站花了13800元，直到
现在还有人通过网站来找到我。”

记者看到，网站上标注着直销
人员的个人信息，还有个人的创业
故事、照片、微信号、电话等信息。主
页上还不时滚动着信息，恭喜张×
×加入权健直销、恭喜魏××加入
权健直销等字样。

不仅有pc端的网页，周姐还有微
信端网页，上面也是标注着所有能联
系到她的个人信息记录。“我们一个
人认识的人毕竟有限，有了网页就能
让全国各地的人搜索到自己。”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周姐
就抱怨说，正是因为自己的信息都
在上面，有一次她还被搞传销的骗
去了广西。“那个人说要发展成我的
下线，也想做权健的产品，让我去广
西找他，去了才知道原来是搞传销
的。把我骗去了之后不让我走，后来
我好不容易才脱身。”

因为他们不仅要发展下线，还
要自己购买产品。周姐花在购买权
健产品上的投入就更多，她自己都
计算不清楚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喜
欢忽悠别人的人，我是真心觉得这
个产品好，才会推荐别人买。”

四年来，周姐一共发展了20多
个下线，赚到的提成才几千块钱。

周姐说，根据权健的规定，新加
入的人要一次拿7500元的原价商品之
后才能成为经销商，第二次购进产品
时就可以半价拿货，而很多上线，都会
忽悠下线一次拿3个7500元的原价商
品。“我最早的时候因为不会说，就让
我的老师帮我去说，没想到有两次分
别被两个老师抢走了我的下线。”

周姐说，还有一种比较便宜能
快速拿到半价商品的做法就是：购
买一个一千多块钱的鞋垫，之后也
能半价拿货。但是这些上线都不会
给下线们说。

不但没赚到钱
还搭进去了不少

周姐说，加入权健的人大概有
两种，一种是被亲朋好友给拉进来
的，奔着挣大钱的目的来的，还有一
种就是为了治病加入进来的。

在权健，有一套“A”字形双轨
制的提成方案，比如C发展了AB两
个人，那这就相当于对对碰，就能分
别拿到450元，共计900元提成。而之
后AB各自发展，也都是这样。AB分
别发展拿到两个人对碰的提成之
后，C才能拿到钱。如果A发展得好，
B发展得不好，这样对对碰如果碰
不上，C还是拿不到下线的提成。如
此一来，就逼着C不断帮下线去完成
任务，以此保证自己的收益。

“如果是一连串糖葫芦的模式
是拿不到钱的。”周姐说，这种方式
的陷阱就是你其实很难能拿到太多
提成，因为每个人发展的下线都不
可能是平衡的。

周姐说，这在直销圈叫双轨制。
还有的直销品牌采用的是太阳系制。

而拉人去听课也不是完全免
费。一般来说，在济南每周都有公司
安排的大巴车拉着人去天津。一个
人头是200元，这个钱是需要下线自
己交的，每次去上线都要陪同，如果
上线一个月去4次，就是800块钱。

周姐说，而所谓听课，讲的也都
是如何发展下线、如何赚钱，课堂上
并不讲产品的知识。“我是购买了产
品成为经销商之后，才自己一点一
点去了解的。”

还有一次，周姐的一个下线开
了一家火疗店，让周姐帮他垫付一
年的房租，周姐就给她打了12000
元，没想到那个店开了一个月，下线
就借机跟周姐吵架闹翻了，最后钱
也没有要回来。

采访中，周姐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我这个人太直，不会忽悠
人，不适合干这一行。”

据其介绍，原本她在一家保险
公司工作，退休后想着干点活贴补
家用，没想到就接触到了权健，不但
没赚到钱，还搭进去了不少。而现
在，她一个人还在网上干着兼职卖
东西，不管怎样，赚一点是一点。

一位曾经的权健经销商自述：

干干了了四四年年发发展展2200人人
挣挣了了几几千千搭搭进进去去数数万万

天津联合调查组：

权权健健部部分分产产品品
涉涉嫌嫌夸夸大大宣宣传传

多多家家电电商商平平台台
下下架架权权健健商商品品

12月27日下午，天津市委、
市政府责成天津市市场监管
委、市卫健委和武清区等相关
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权
健集团展开调查核实。28日清
晨，调查组相关负责人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按要求，我们
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分类区
别处置，合法的依法保护，违法
的坚决打击，违规的取缔整
治。”该负责人表示，对涉及到
专业领域的，调查组已邀请相
关权威专家进组协助核查，此
外也一直在与国家相关部委和
兄弟省市积极对接，对专业技
术认定等层次高、专业性强的
重要工作，寻求指导帮助。“一
经查实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
打击，严格处罚，毫不手软；对
于合法经营部分，我们也会进
一步予以规范，加强监督和监
管。”

28日记者获悉，27日下午
进驻权健公司的联合调查组核
查工作取得初步进展。

就此，记者采访了天津市
副市长、联合调查组组长康义，

“最近，天津权健公司涉嫌夸大
宣传、传销等问题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对此，天津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我作为联合调查
组组长，深感责任重大。过去的
24小时，调查组分为若干小组
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专项调查
取证。目前经过初步核查，天津
权健公司部分产品涉嫌存在夸
大宣传问题。针对其他问题，调
查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调查
结果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12月28日上午，丁香园方
面表示，于12月28日凌晨收到
了来自天津市的函件，公司将
会密切配合联合调查组取证，
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向联合调
查组提交线索。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
责人27日也就“百亿保健帝国”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引发争议一事向媒体表示，
总局已经关注到网络舆情，相
关业务司局正在了解情况。

据津云新闻

葛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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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

○天津市委、市政府责成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市卫健委和武清区

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权健集团展开调查核实。

○上海多区突击检查权健门店：1家无照被取缔，1家涉虚假宣传

○人民日报评权健风波：别拿生命开玩笑，诳时惑众法无情

●●
12月28日

京东、天猫、

苏宁等电商

平台下架“权

健”产品

权健公司总部外景。资料片

今年快60
岁的周姐（化
名）已经离开
权健两年了，
说起权健那些
让 她 糟 心 的
事，还是历历
在目。周姐从
事权健销售有
4年时间，原本
是为了治疗疾
病接触上的权
健。干了四年，
她花去了数万
元费用，发展
了 2 0 多 个 下
线，赚了几千
块钱，这期间
还被下线坑过
一次房租，但
病也没有被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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