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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健控制人被拘 百億帝國或坍塌
天津專項整治保健品市場亂象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現
代快報》、《體壇周報》報
道，天津權健足球俱樂部目
前已經由天津市體育局進行
管理。在本月底前，足球俱
樂部將剝離權健成分，由天
津市體育局進行託管。對於
球隊在脫離母公司後如何運
作一事，知情人士表示，俱
樂部目前還有部分資金不受
影響，可以維持球隊下賽季
正常運轉。
近兩個賽季，由於天津權

健集團資金的強勢加入，天
津權健足球一躍成為了中國
足壇的熱門球隊，在從中甲
完成衝超之後，球隊在中超
賽場表現也不錯，第一年就
打入亞冠，並且在亞冠賽場
擊敗廣州恒大，躋身八強。
在主帥崔康熙的率領下，球
隊目前已經赴海外拉練。
另外，此前權健集團投資

的乒乓球俱樂部更名為「天
津乒乓球俱樂部」，撤銷
「權健」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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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5日，互聯網醫療平台「丁香醫生」發佈
了題為《百億保健帝國權健，和它陰影下的中國家

庭》的文章，引爆了朋友圈，也將天津權健公司推上了
風口浪尖。26日凌晨，權健發佈聲明稱報道不實，而丁
香醫生回應「不會刪稿，對每一個字負責，歡迎來告」。
這已不是權健第一次被置於輿論場的聚光燈下了。憑借
天價保健鞋墊和負離子衛生巾起家的權健，早在2014年
就被權威媒體曝光過其產品號稱包治百病。多家媒體此前
曾報道過權健公司招牌的火療業務對顧客造成的人身傷害。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至少有10起與權健公司火療事故
相關的判決。另據媒體報道，目前在全國有4個總計近5,000
成員的名為「權健傳銷揭秘」的QQ群，每天都有老成員
與新人交流，如何幫助家人遠離權健；百度帖吧裡的「反
權健吧」，累積了超過1.6萬個帖子。
除了產品可能危害健康，權健另一疑點便是其可能有傳

銷行為的嫌疑。這也是近些年來媒體調查的關鍵，但對權
健影響甚微。這樣一家看起來沒有醫學常識的企業，竟猛
進成為年銷售額近200億元人民幣的保健品巨頭。
在「丁香醫生」引爆的輿論關注之下，1月1日，天津
市公安機關對權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和虛假廣告
罪立案偵查；2日，對在權健腫瘤醫院涉嫌非法行醫的朱
某某立案偵查。截至1月7日，已對束某某（男，51歲，
權健公司實際控制人）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對另兩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候審。相關工作正在進展中。

津查扣逾四萬件違法保健品
另據人民日報客戶端消息，天津市各區按照市委、市

政府統一部署，持續開展打擊、清理、整頓保健品亂象
專項整治行動。昨日，全市出動執法人員2,003人次，
檢查保健品生產經營企業（場所）1,542家，查辦違法
經營單位（場所）25家，對涉嫌會銷（編者註：會議營
銷，係保健品業重要的銷售方式之一）及虛假宣傳的17
家保健品經營單位立案查處，取締欺詐虛假宣傳保健品
經營戶5家，現場責令整改進一步核實調查3家，查扣
違法保健品數量40,780件（盒、台）。

權健廣東分公司停業
另據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發佈，權健2017年獲批

在廣東設立直銷分支機構廣東分公司，在廣東省內申請
的直銷區域為廣州市和佛山市，因尚未經過商務部備
案，該公司在廣東不能開展直銷業務。截至1月4日，
初步核查權健公司在廣東省有省級分支機構一家，相關
聯的工作室、火療館等市場主體233家，檢查期間珠海
市工商局對其某經銷商涉嫌虛假宣傳立案一宗。廣州市
工商局責成該公司立即整改、暫停營業並妥善處理消費
者退換貨。目前該分公司已停業整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

備受輿論關注的權健「保健帝國」涉傳銷事

件昨日有重大進展。權健自然醫學科技發展

有限公司（簡稱權健）實際控制人束某某等

18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報道，「骨
正基」鞋墊是權健的所謂「明星產品」，
其實名為「按摩鞋墊」，由權健集團董事
長束昱輝發明、權健公司多次申請專利。
2014年，央視曾曝光權健「骨正基」涉

虛假宣傳。該報道中，一位自稱是權健自
然醫學的經銷商說該鞋墊包治百病，不但

能矯正骨骼，還可以治頭痛、腰痛及前列
腺炎；若突發心臟病，可將該鞋墊從腳底
拿出來放腋窩，心臟病就會馬上好。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骨科專家李危石說

並無相關科學依據能夠證明該產品能治
病。他表示：「任何的東西，一旦宣傳
能包治百病，一定是有問題。」

權健的另一款「明星產品」為「負離
子磁衛生巾」。在權健公司發佈的宣傳
材料中稱，該衛生巾能平衡人體生物磁
場，具有消炎止痛的作用，對多種婦科
疾病有明顯的預防效果。
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上，一項名為

「負離子磁性衛生巾」的專利號顯示其

係2007年由束昱輝申請，但專利狀態
顯示為「逾期視撤失效」；原國家食藥
監網站上也沒有該產品的備案信息。此
外，2014年央視也點名「批評」權健宣
傳負離子磁性衛生巾能治前列腺炎。北
京大學第三醫院男科主任姜輝稱該產品
所宣傳的功效沒有科學依據。

醫生：鞋墊及衛生巾不「包治百病」

2018年12月25日「丁香醫生」公眾號發文
《百億保健帝國權健，和它陰影下的中國家庭》。
文中質疑4歲女童癌患放棄醫院治療，轉用權健抗
癌產品後死亡，卻被權健宣傳為「抗癌成功案例」

2018年 12月 26日 權健參股上市公司跌逾
3%。權健公眾號發佈聲明稱上述信息為不實誹
謗，要求「丁香醫生」撤稿並道歉。「丁香醫生」
回應稱「不會刪稿，對每一個字負責，歡迎來告」

2018年12月27日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稱正在了
解權健事件情況

2018年12月28日 天貓、京東、蘇寧等各大電
商平台下架權健產品

2019年1月1日 天津市公安機關對權健涉嫌組
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和虛假廣告罪立案偵查

2019年1月2日 對在權健腫瘤醫院涉嫌非法行
醫的朱某某立案偵查

2019年1月7日 對束某某(男，51歲，權健公
司實際控制人)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拘，對另
兩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候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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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編輯 張培嘉

■■一名店員在給客人做權健招牌一名店員在給客人做權健招牌「「火療火療」。」。
然而然而「「火療火療」」可致嚴重燒傷可致嚴重燒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市民此前從權健公司北京市民此前從權健公司北京
分公司門前經過分公司門前經過。。 中新社中新社

在陸台胞：兩岸青年要攜手築夢
《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習近平講話引共鳴

調查：島內企業年終獎微降 地產業墊底

宜蘭縣擬4月組團赴滬
吸引陸客「小鎮漫遊」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
會2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發表重要講話。連日來，講話引發台胞
強烈共鳴，台胞高度關注紀念會釋放的
信號和兩岸關係的政策走向。
廣西南寧市台協會長、廣西嘉泰水泥
製品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周代祥表
示，在大陸真切感受到「兩岸關係好，
台灣才會好」。他十分贊同習近平在紀
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到的「中國人
要幫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中國人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

昔日溫暖記憶 如今嘉惠在身
廣西師範大學台籍青年教師王孟筠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
的重要講話，勾起了她成長中的很多溫
暖記憶。她回憶，這40年間，兩岸陸續
開放了大小「三通」，開放台灣居民到
大陸探親，有了兩次「汪辜會談」及多
次後續協商，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FA），兩岸互相採認高
等教育學歷及開放學生赴對岸學校就
讀，2018年出台「31條措施」。
「這些伴隨我成長的兩岸記憶，如今
也嘉惠在我身上。」王孟筠說。

加強交流溝通 增進彼此了解
濟南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副會

長、台灣茶師傅茶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吳
迪表示，很多台青希望了解真實的大
陸，兩岸青年必須多交流、多溝通。他

特別建議，邀請已在陸求學、就業的台
青「現身說法」，讓還沒「登陸」的台
青「感同身受」。
山東大學台灣籍學生吳俊緯介紹了自

己在校創辦的台灣文化交流協會。他希
望通過協會讓大陸學生以台灣青年的視
角了解一個更生活化、更不一樣的台
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宜蘭
縣長林姿妙計劃4月率領縣內觀光業者前往
上海行銷，她7日與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
協會理事長賴瑟珍會面，定調行銷「小鎮漫
遊」主題，搭配休閒農業，吸引陸客到宜蘭
消費旅遊。
林姿妙表示，選舉結束了，接下來就是要拚

經濟、拚宜蘭的觀光；只要有人潮就有錢潮，
宜蘭要開大門、走大路，吸引遊客到宜蘭旅
遊，是縣府要努力的方向，她會親自帶着相關
協會人員前進上海。
據了解，這次的推介會有別於上海旅遊博覽

會（俗稱上海旅展），主要針對上海官方、媒
體及旅行社，直接面對面推介，效益遠大於上
海旅展。這同時也是藍營新上任縣市長中，第
一個帶着業者到上海行銷的地方首長。
賴瑟珍表示，上海遊客到台灣多以個人遊為

主，喜愛前往宜蘭的休閒農場，入住特色民
宿。在產業部分也與台灣產業有密切交流，希
望能吸引大型公司以獎勵旅遊的方式前來宜蘭
遊玩。她認為，可以結合鄰近的花蓮縣，透過
區域整合共同行銷觀光
據悉，林姿妙將整合宜蘭縣觀光協會、宜蘭

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等共同組團，與上海當地
及其他各省的旅行社、媒體接觸，預計將在上
海停留數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衛生福
利管理機構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昨日表示，目
前全台流感疫苗剩餘13.2萬劑，估計1至2周
就會用完，距流感疫情高峰還有約1個月，符
合資格的民眾應盡快施打。
根據疾管部門統計，從去年10月疫苗開打
至今年1月6日止，已經施打了511萬劑，且
目前流行病毒與疫苗株吻合。在供貨短少之
下，各地衛生局紛紛表示存貨已不多。
羅一鈞表示，目前疫苗供應已到最後時節，

全台剩餘約13萬劑，包含成人的9.3萬劑及幼
兒的3.9萬劑，估計近1至2周就會打完。因日
前疫苗有短缺，廠商最快1月底還會補貨13萬
劑。
羅一鈞分析流感疫苗缺貨原因為今年暖冬，

流感疫情較往年晚半個月進入流行期，因此疫
情可能會延長到2月下旬，建議家中有3歲以
下幼兒或65歲以上長者的民眾，盡快接種疫
苗，並提前預約以免撲空。

台流感疫苗緊缺
料2周內用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兩岸同胞間的交流合作不能停、

不能斷、更不能少。」在大陸工作20餘年的山東福貞金屬包裝有限

公司協理林鴻昌，4日在濟南召開台胞台屬交流座談會上如是表示。

此間，多位台胞表示，兩岸青年要守望相助，攜手築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
人力資源機構1111人力銀行7日發佈的
企業年終獎金發放調查顯示，超八成受
訪企業計劃發放年終獎金，平均發放
1.27個月的月薪，比2017年下滑0.07個
月。調查顯示，營建不動產業表現墊
底，2018年台灣房地產市場交易量縮價
跌，讓房屋中介生計大受影響，榮景不
再，年終自然也一路下滑。
1111人力銀行近日對近千家企業進行
的調查顯示，83%的受訪企業會發放年
終獎金，而獎金最多的行業集中在資訊
科技和金融業。以產業類別交叉分析，

資訊科技業發放年終的基期最高（1.99
個月），其次是以金融業為主的工商業
服務業（1.35個月）。資訊科技業的年
終發放方式，大多有14個月年薪制保
障，因而年終守住基本盤；金融業受年
前最後兩個月受匯率等因素影響，從
2017年的「年終王」掉到第二名。

廠商看法保守 發放幅度縮水
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暨職涯發展

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台灣「中經
院」預估2019年經濟成長率為2.18%，
12月份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更是跌

至調查以來的最低點，讓廠商對景氣看
法保守，年終獎發放幅度也因此較往年
縮水。
調查並顯示，與2017年相比，有過半

企業認為 2018 年獲利表現平平，有
26.9%認為獲利比 2017 年差，還有
21.72%認為獲利比2017年好。此外，有
16.55%受訪企業選擇不發放年終獎金。
為了解企業的年終獎發放意願而設計

的「企業年終發放」調查，自2018年12
月20日至2019年1月4日，針對企業會
員進行立意抽樣調查，有效樣本數為
870份。

■多位台胞表示，兩岸青年要守望相助，攜手築夢。圖為台灣大學生在深圳參觀大
疆創新科技公司的無人機展廳。 資料圖片

■去年台灣房地產市場交易量縮價跌，
讓房屋中介生計大受影響。圖為台灣民
眾從地產廣告前走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