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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孙守

功"日前#从河南省太极拳协会传来喜

讯#由郸城县太极拳协会组成的武术代

表队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届中国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上获得
!!

金$

"

银$

!#

铜

的良好战绩%

本次武术节# 共吸引来自
$%

个国

家和地区的
!&'#

余名运动员参赛% 郸

城县太极拳代表队共选派
!(

人组成代

表队# 参加陈式太极拳国际竞赛套路$

陈氏太极剑$太极扇$太极刀等
!$

个项

目的比赛#一举摘得
()

块奖牌#其中包

括
!!

块金牌# 成为本届艺术节唯一一

个获得金牌$奖牌最多的县级代表队%

开发商出尔反尔

川汇区刘先生!电话
!"#!!!!!!!!

"#我是旭日华庭业主!旭日华庭开发

商为周口裕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于
(#!(

年
)

月
!!

日购买旭日华庭的

房子交现金
%#

万" 当时售楼经理保证
(#!%

年
)

月交房" 因为
'

号楼已经封

顶!所以我就把
%#

万块钱交给他" 售房部会计只给我开张收据!说是合同在

房管局备案!等备了案就通知我签合同!到时统一办房产证" 结果等了一年

多!等到现在我也没签上合同" 今年
&

月!业主们要求见法人代表讨个说法"

法人代表跟大家签个协议#

(#!"

年
*

月
%#

日绝对交房并办好房产证!如果交

不了房子将把业主的房款全部退还" 结果到时还是没交房" 法人代表又跟业

主签个协议#

(#!"

年
!(

月交房!不想等的业主填一份退房协议就可退钱" 结

果按他说的日期去拿钱!去了
%

次都说没钱"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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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保健品背后的营销术
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叶婧

一瓶
56

粒装的硒维胶囊价格高达

727

万元#推销人员百般花言巧语#许诺

89:

可以
72%

万元的价格购买两瓶'一盒

号称日本进口的
;6

粒装的纳豆胶囊#价

格高达
<566

元 #在 (买一赠一 )的诱惑

下# 成都王女士的老父亲日前花了
=

万

多元买回了这些保健品%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一

些保健品推销人员利用老年人渴求健康

和摆脱寂寞的心理#采取各种营销手段#

忽悠他们上当受骗%

利用免费检测$吊起老人胃口

成都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的老父

亲自从被诊断出高血压# 就开始四处寻

找偏方% 一次在散步的时候# 被一个搞

(免费测体质)的年轻人盯上后#就三天

两头地往保健品店里跑%

老人多次背着家里人去听养生讲

座%组织者不但报销来回车费#还常常送

一些小礼物% 正规医院里医生开的降压

药可以不吃#但(养生专家)的话一定要

听%

为了阻止父亲继续花冤枉钱# 王女

士到正规药店询问过硒维胶囊的价格#

普遍在百元左右% 然而# 老父亲却告诉

她#营销人员早就说过#除了他们卖的#

市场上没有真东西%

(人家连那么贵的猴菇饼干都舍得

送#怎么可能是骗子*)面对女儿的怀疑#

老人多次为商家辩解#一再强调(楼下的

那个邻居#自己就是医生#她都在吃+ )

高价的纳豆和硒维胶囊服用了两个

多月#老父亲的高血压并没有好转#他自

己也承认 (暂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然而#老父亲表示(专家说的#凡事得有

个过程)%

此类老年人各地都有% 江西南昌市

民聂敏也有王女士类似的经历%(我爸妈

经常一次就花费上万元购买一家公司的

保健药品# 已经成了这家公司的钻石级

会员% )聂敏说#为了(躲开)热情的保健

品推销员# 打算把父母亲接到自己身边

住%

在北京工作的白峰向记者反映#父

母退休后经常去参加一些所谓的 (健康

养生讲座)#(养生大师)一番(讲解)后#

父母一般都会掏钱购买保健品%为此#家

里专门腾空一个房间来堆放这些东西%

叔叔阿姨叫得甜$营销锁定老年人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工

农院街的(健和商贸部)#走进一米多宽

的小门#只见一个血压计放在小桌上#墙

壁上挂满了保健品广告#不足
"6

平方米

的房间俨然一个小课堂&&&墙上挂着电

视机#循环播放着养生节目#一群老人围

坐着看得全神贯注# 一位年轻的女性正

殷勤地端茶递水#(叔叔阿姨)叫得很甜%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 这个小门面是

这一带最热闹的地方#经常开展唱歌$诗

歌朗诵等活动% (这一带居住很多老年

人#儿女们不在身边#搞些小活动很容易

吸引他们#商家看准了这点% )一位居民

说%

在离(健和)不到
"6

米的地方#是一

家(美康宝特色食品会员团购超市)% 记

者发现# 该商铺左侧墙壁上挂满了养生

知识展板# 右侧则稀疏摆着几桶食用油

和大米#上方架子上有一排(矿宝牌矿物

元素口服液)的包装盒% 见到记者#工作

人员显得非常警觉#多次询问(你是干什

么的* )

当记者了解该口服液价格和疗效

时#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表示(价格不一

定#疗效也不一定)#并称(商店只负责推

广#价格由厂家订#如果遇到搞活动#会

有优惠)%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其过去的销

售价格#工作人员便不再理会%

在不到
;6

米的另一家保健品商店

(唯创国际,益生健康)#记者发现#中午

时依然店门紧闭% (这里只做老年人生

意#中午老年人要休息#所以不开门%)一

位邻近的商家说%王女士根据包装推测#

她老父亲服用的(硒维胶囊)便是从此处

购得%

一位在(唯创国际)隔壁购物的妇女

告诉记者#她
>6

多岁母亲前几年将积攒

的
$

万多元钱都花在保健品上% 她按照

包装盒上的地址寻找生产厂家时# 发现

只是东光小区的一个居民院落%

整治保健品乱象$防止老年人挨宰

一段时间以来# 媒体不断曝光保健

品销售的骗术# 可是仍有老年人上当受

骗%

专家表示#老年人信息渠道单一#容

易轻信报纸电视上的权威人士# 为不法

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请来所谓的专家

介绍(高科技产品)及(国际领先技术)%

为了达到目的# 商家往往先免费赠

送$提供服务#利用老年人晚年孤独的心

理#大打亲情牌#赢得好感后再(温柔一

刀)痛宰下去#加上(托)的示范#老年人

很容易上当受骗%

四川大学法学院学者王有粮说#保

健品市场的乱象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

监管%目前针对保健品行业重审批$轻监

管的现象非常突出%

王有粮分析# 保健品监管涉及食药

监$工商$质监$卫生等多个部门#牵动的

利益较多#有时候谁都不愿意唱黑脸#保

健品市场并非没有办法管# 关键在于愿

不愿意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要求整

顿电视养生节目#专家建议#监督部门应

该对免费义诊$免费体检$养生节目$养

生讲座等活动进行严格审查# 以防老年

人上当受骗%

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中心城区三轮车专项整治的通告
为切实维护中心城区交通秩序#进

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创造文明$畅通$安

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

法.!国务院第
%'#

号令"-河南省道路运

输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市政府同

意#决定在市中心城区开展三轮车违法

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特通告如下/

一$自
(#!"

年
!!

月
$

日起 #每日

早
'

/

%#

至晚
*

/

%#

#中心城区建成区主

要道路一律禁止三轮车通行!符合通行

要求的残疾人专用三轮车$接送学生专

用三轮车$老年人代步三轮车除外"%允

许上道路行驶的三轮车及其驾驶人#不

得闯红灯$闯禁令$乱停乱放$随意调头

和从事非法营运#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

法律法规#文明行驶#安全驾驶%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中心城

区从事三轮车!含燃油$电动$人力三轮

车及各类改装拼装车"非法营运活动%

三$ 严禁企业或个体商户违法生

产$拼装$改装$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三

轮车%

四$残疾人专用三轮车#经残联部

门审核登记备案后# 会同公安部门制

作$发放残疾人三轮车及残疾驾驶人明

显标识#准许在慢车道行驶#严格遵守

交通法律法规# 严禁从事非法营运#严

禁乱停乱放乱行%

五$接送学生专用三轮车#经学生

所在学校和所属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登

记备案后#会同公安部门制作$悬挂(接

送学生专用)标志#准许在规定的时间

和路段内行驶#严格按照指定的接送学

生地点有序停放#严禁乱停乱放阻碍交

通#严禁从事非法营运%

六$ 老年人代步三轮车 !宽度在

#+')

米 $长度在
(+#

米以内 #限一人乘

坐"#准许在慢车道行驶#严禁从事非法

营运#严禁乱停乱放乱行%

七$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南省道路交通

安全条例.等规定#对此类车辆的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交通部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无照

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第
%'#

号

令"# 对此类车辆违法营运行为进行查

处#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将对非法生产$

拼装$改装$销售此类车辆行为依法进

行查处%

八$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

行职务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条的规定# 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依法公开曝光严重扰乱通行秩

序$营运秩序和办公秩序的三轮车驾驶

人违法违规行为%

周口市人民政府

'(!)

年
!!

月
*

日

荷花市场东大门该管管了

川汇区周先生!电话
%+"!!!!!!!!

"#荷花市场东大门公交站牌附近电

动三轮排队等人!门口商贩把路堵得严严实实!行人行走艰难" 希望有关部门

行动起来!把创建卫生城市落在实处!管管荷花市场的东大门" !本报记者"

为确保农村食品市场安全!近日!川汇工商分局北郊工商所对辖区
$$

家农村

食品经营户进行了一次食品安全检查!责令存在问题的
(&

家商户立即整改!完善

相关资料!增强了商户依法经营的自律意识" 图为检查现场" 郭长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