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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老人集体唱歌

6月22日，自贡市荣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当地其他多个部门，针对保
健品市场开展了专项执法行动，26个
检查小组分赴全县26个点位进行突击
检查。

据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检查
大队办案人员介绍，当天早上7时许，
乐德镇市场监管所、镇派出所、镇政府
等部门工作人员，来到一家名为“乐德
镇红瑞食品经营部”的个体门店进行
检查。检查现场，有大约100名中老年
人正坐在玉石座垫上体验，看到有执
法人员进店检查，竟有人鼓动老人们
集体唱歌，“欢迎检查”。

执法人员以涉嫌虚假宣传为由对
该店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U盘予以查
扣，店主陈某和3名女员工被民警带回
当地派出所接受讯问。

还原文件揭秘套路

“店主陈某的手机对案件突破起
了关键作用。”办案人员透露，陈某手
机里的微信里，有一个“自贡荣县片区
交流群”，其聊天记录清楚显示：为避
免工商等相关部门检查，根据上级公
司指示，所有关于产品、病症、资料文
字、培训视频、PPT课件、图片等宣传
资料，在使用后需全部删掉。

然而，这份被删除的资料，却被公
安民警和相关部门人员还原了。这份
宣传资料共有23.2个G。正是这23.2个
G的内容，详细记录下了保健品体验
店的营销套路，为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提供了重要证据。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查看这23.2个
G容量的内容发现，这里面一共有113
个文件，其中64个视频、23个PPT、20
首音乐和6个未知文件。这些内容里，
视频资料的名称主要包括“蒋总”“李
总监视频”“辅课内容”“辅课重点”“课
前问题规避”“会场问题规避”等；PPT
资料疑似课件资料，分别对养生保健
知识、常见疾病的导致、肽的功效、天
麻的功效、蜂胶的功效，以及相关产品
的价格等情况进行介绍。

所谓饿，就是饥饿营销。
按照视频中的说法，并不是所有老

人都能买到保健品的。在一段名为“305
肽”的视频里，一名自称“蒋总”的男子面
对镜头向“叔叔阿姨们”道歉称：为四川、
重庆一共200家门店争取到全国最低价
的肽，300人以上的会场可以享受15件，
300人以下的会场可以享受10件，是全国
最低价，以后不可能有这么优惠。但是，
由于被其他公司挪走一部分，导致数量
有限，满足不了重庆和四川的消费者，有
可能订了拿不到、订得多拿得少。

删了证据删了证据 万事大吉万事大吉？？
执法人员还原手机里23G文件
戳穿保健品体验店营销套路

杨竖琴（化名）是荣县乐德镇红瑞食品
经营部曾经的一名忠实体验者，对于之前
的沉迷，她深感后悔。

介绍产品可以治病

杨竖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2016年8
月，这家保健品体验店开业。“发礼品，有
鸡蛋、盆子，还讲健康知识。”杨竖琴说，工
作人员很热情，都喊“爷爷奶奶叔叔阿
姨”，还忙前忙后端茶倒水，甚至还帮洗
脚。在体验店，老年人们免费体验玉石床
垫、免费吃肽粉（胶原蛋白肽），在健康讲
座和体验期间，销售员就介绍肽粉好，能

“治病”，能清理血液垃圾、净化血液。然
而，这些“亲切”“贴心”，却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利益。陈某所销售产品的价格，远远
高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据查，陈某的一
张玉石床垫销售价5980元，而市场价大约
为300-2000元不等；一盒胶原蛋白肽售价
为630元，市场价暂不详；一瓶蜂胶软胶囊
售价为130元，而市场价大约20元。办案人
员介绍，根据查获的账册显示，乐德镇范
围，玉石床垫和蜂胶软胶囊等产品的销售
金额达104万余元。

看了新闻幡然醒悟

“每天早上6点半、7点半、8点半，每隔
一个小时都有一节课，每节课都是两三百
人。”杨竖琴称，为了得到赠送的礼品，她几
乎从不“旷课”，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家里有

事，她都会赶来听课。家里人劝她，说这是
骗人，她不信。如同着了魔一样，“一天不去
听课，总觉得不舒服不自在。”

之后，杨竖琴开始购买产品。据她估算，
一共买了4万元左右的产品，包括一张玉石
床垫、64盒胶原蛋白肽、33盒蜂胶软胶囊。今
年6月，杨竖琴的一位亲友跑到家里劝说，她
仍然不信，直到把她拉到电视机前，收看了
关于这些保健品体验店的新闻报道后，杨竖
琴才醒悟。

而后，杨竖琴将玉石床垫和部分没有
服用的产品进行了退货，讨要回一部分钱。
醒悟之后，杨竖琴试图劝说其他老人不要
再购买产品，但均无效。“我去劝他们，他们
还说我不懂；我怕被打击报复，干脆就不说
话了。”

办案人员介绍，荣县乐德镇红瑞食品
经营部宣传的产品主要有玉石床垫、胶原
蛋白肽固体饮料、蜂胶软胶囊，而这三样产
品中，仅蜂胶软胶囊属保健品，其余两者是
普通商品。这些产品对于人体来说，均无治
疗疾病的效果，蜂胶软胶囊仅为保健效果。

经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检查大
队核实：玉石床垫的标签上标注品名为

电热裤垫，由重庆红瑞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监制，制造商为鞍山继万玉石床垫有
限公司，属普通电热毯；胶原蛋白肽固体
饮料配料主要含牛骨胶原蛋白钛粉、牛
磺酸、食用香精、蔗糖素、维生素B2，属一
款固体饮料；蜂胶软胶囊的外包装盒上
标注原料为蜂胶粉、玉米油、蜂蜡、明胶、
甘油、水、二氧化钛、可可壳色素，批准文

号为国食健字G20100760，保健功能为增
强免疫力，适宜人群为免疫力低下者，是
一款保健品。

目前，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以涉嫌
虚假宣传对陈某进行立案调查，案件仍在
进一步调查中。如果涉嫌犯罪，将移交公安
机关侦查。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一份被删除后又通过数据
恢复的、容量达23.2G的文件，揭
开了一家保健品体验店涉嫌虚
假宣传产品、诱骗老人购买的秘
密。6月22日，自贡市荣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联合当地其他相关部
门，开展了一项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中，位于乐德镇的一家保健
品体验店及其店主因涉嫌通过
虚假宣传，向中老年人销售玉石
床垫、胶原蛋白肽固体饮料、蜂
胶软胶囊等产品，被立案查处。

套路
大起底

曾经的忠实体验者：
一天不去听课，总觉得不舒服不自在

成都商报记者根据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
检查大队办案人员总结的保健品体验店营销方
式，以及对23.2个G的宣传资料中的内容进行分析
发现，保健品体验店的营销套路大致可总结为一
哄、二吓、三吹、四饿。

办案人员介绍，这些保健品体验店
惯用的方法就是“哄”，即“打亲情牌”。
销售人员通过发传单、送小礼品等方
式，把中老年人吸引到体验店里，端茶
倒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喊得非常亲
热，服务得非常到位。用许多老年人的
话来说，“比儿女还好、还孝顺。”

吸引到目标客户后，销售人员则
会继续巩固“亲情”，绝不谈及产品，只
谈养生保健。

成都商报记者在多个视频中看
到，视频中有一些让人看后感觉不适、
恶心的画面，这些不知出处的信息被
讲成是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等病症严
重患者的并发症。用一些不堪入目的
图片“吓”客户，随后便是介绍“肽”，最
终落脚点就是产品——胶原蛋白肽。

在一段名为“课前问题规避”的
视频里，女讲解员特意提醒：一定注
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老人面前要装
穷，不要涉及钱的事情；回答问题要
模棱两可。

所谓吹，即视频里的女讲解员提到
的“抬”，她要求大家：介绍完“肽”之后，
不要再讲肽的效果，要从养生、老年疾
病等方面入手，“抬李总监”。这个“抬”
还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步来”。然
后就是“抬”公司，多个视频中都讲到，
产品所属公司已经在四川多地以及重
庆寻找门面，准备开药房、建办公大楼。

针对一些可能出现的意见和问题，
视频中还教了解答的思路和方法。比如：
服用后为何没有效果？销售人员可以用

“排病反应”来解答。“一定要把产品高度
抬起来，不然你发鸡蛋都没有用。”

父母：钱没赚到开销还比平时多

赶在早上8点半之前，李海抵达了实习
的这家视频公司。听录音、剪片子、走社区，一
天的实习工作就这样开始。李海是被专业课
老师推荐去的，一开始就说明了没工资拿，对
于这点，他当时倒不十分介意。“本就是抱着
学习目的去的”，他想在大三暑假做点有意义
的事，最好还能积攒一点工作经验，“大四找
工作的时候简历也能丰富一些”。

如今暑假过半，李海已经实习了一个
多月。他算了算账：每天往返交通费10元钱
左右，一个月约300元；在外实习，自然没法
吃学校食堂，于是生活费迅速见涨，“每天
在外吃两顿，只敢吃简餐，但平均每天也要
30 元左右，一个月接近 1000 元。”当然，这
还不包括有时候临时去给客户送视频小样
产生的打车费，或者是天气热的时候请“师
傅”们喝饮料的费用。总共算了算，这一个
多月实习下来，李海花了接近2000元。

略有些尴尬的是，在跟家里要钱时，电
话那头的父母有些疑惑：“你不是说你在打
暑期工吗，咋个钱没有赚到，开销比平时还
多？”李海只能解释，“这家单位很好，能有
机会实习都不错了……我也在努力表现，
争取有机会留下来。”

问卷：超四成被访者实习零薪酬

事实上，在这个夏天里，像李海这样零
薪酬暑期实习的在校大学生并非少数。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各高校697
名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84.96%受访
者利用假期参加过或者正在参加实习，
40.11%的被访者在实习期间没有收入。调查
同时显示，实习期间不少学生开支不小。其
中，45.99%的被访大学生的最大开支是吃饭，
还有29.23%的被访大学生表示，因为实习的
地方在外地，租房是自己的最大开销。综合算
下来，78.51%的被访大学生表示，实习期间收
入不够花销，只有21.49%的学生表示“够用”。

对于实习效果，19.92%的被访大学生
认为“实习不值得”，但76.93%的被访大学
生认为实习经历是值得的，其中，62.03%的
被访大学生认为“自己的能力在实习期间
得到了提升”。

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本地走访发现，
除了零薪酬以外，像李海这样倒给钱的暑
期实习不在少数。成都大学2015级广电专
业学生周杰，实习入职时向所在的文化公
司缴纳了 300 元“学习费”；泸州医科大学
2013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邓蓉，则向成都
市某医院缴纳了整整1600元“入院费”。

单位：培训成本和风险难道不是钱？

“实习生刚来，什么也不会，我们要给他
分派专门的师傅，从前期的选题，到标题、内容
的制作，再到后期的排版，手把手地带。这一阶
段，实习生没有任何产出。等他稍微熟悉了，一
篇微信文章，交给实习生去做，点击量没达到
要求，师傅是要扣钱的，如果出了错，更可能被
客户投诉，这些都是看不见的风险与成本。”成
都市锦江区某文化传媒公司陈经理表示，“实
习生如果能够创造相应的经济价值，我们不会
不给工资。人才在哪里都受欢迎。不过说实话，
大部分实习生，都是来学本领的学徒，公司相
当于第二学校，没收学费已经很不错了。”

“还想要工资？实习生受得起吗？”成都
市高新区某教育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提起实
习生就来气。“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耍手
机，一点儿不主动积极。你不布置任务，他
可以在座位上旁若无人地闲坐一天；你给
他布置点事儿吧，拖拖拉拉，半天做不完，
情绪还多。有次一个大三的小姑娘给我整
理一份客户名单，不小心把其中几位的姓
名和电话对应错了，我稍微说了她两句，她
转背就在朋友圈吐槽，吐槽也就算了，关键
是还忘了屏蔽我。我倒不至于跟她生气，但
我的客户生气了，损失谁来承担？”

免费干活还被收“设备磨损费”
暑期实习 到底谁该给谁钱？

清晨5点半，寝室还未亮灯，李
海在哈欠连天中艰难起了床。下楼
时，舍监阿姨才刚刚打开宿舍大门。
他在十陵灵龙路口上了公交车，要
在牛市口换乘92路，总共经过32
个站，到永丰立交下车，再走一千米
左右，才能抵达暑期实习的视频制
作公司。每天如此大费周折辗转往
返，李海并无怨言。让他心里有些小
不舒服的，是在实习入职时被收的
300块钱，这笔钱的名字叫“设备磨
损费”。他对此有些不解，也有些不
满：“每天工作接近10个小时，一分
钱薪水没有，还要倒给钱？”像李海
这样零薪实习，甚至给单位倒缴实
习费的大学生不在少数。据中国高
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各高校697
名 大 学 生 进 行 的 问 卷 调 查 ，
84.96%受访者利用假期参加过或
者正在参加实习，40.11%的被访
者在实习期间没有收入。

律师：无明文条例规定
公司必须给大学生实习工资

那么，实习期间公司到底该不该给大学生工
资？法律上对此是否有相关规定呢？

“大学生实习，其实可粗略分成两部分，以是
否创造价值为标准。部分实习生个人能力强，学
习能力快，虽尚未毕业，无法与用人单位建立正
式劳务关系，但他们确确实实为公司创造了价
值，虽无劳务之名，但有劳务之实，可按劳务关系
处理，公司理应提供对应报酬。此外，部分实习生
进行的，只是较为简单的辅助性劳动，更多的是
在学习，不仅没有创造价值，反而还享用了公司
提供的办公场所、培训老师等资源。这些是看得
见的成本，此外，公司还为实习生可能的失误承
担着看不见的潜在风险，用人单位因此不支付工
资，甚至收取一定费用，也说得过去。”北京蓝鹏
（成都）律师事务所王英占律师指出，“法律并无
明文条例规定公司必须给大学生实习工资，也没
有禁止用人单位收费，所以公司到底给不给工
资，收不收钱，收多少钱，主要还需双方协商裁
定，按照实习协议来执行。一旦约定，就应当遵
守，如果公司要支付报酬，理论上不应低于该城
市最低工资水平。”

（应受访者要求，李海、周杰、邓蓉为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沈兴超

“讲师”进行辅导（视频截图）

陈某门店宣传销售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