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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在河南能店铺销售不能直销
河南 13 部门“百日行动”系统整治保健品乱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河南去年 33 个贫困县实现交通脱贫

今年全省通硬化路
向自然村组延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宇娇

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网上可查出权健公司公示的直销区域 10 个分支机构 网页截图

由权健踢爆的直销行业乱象整治进一步升级。1 月 11 日，河南省市场
监管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等 13 部门联合开展
“百日行动”，对全省保健市场乱象进行系统整治。

【亮点】
打击打着义诊幌子卖保健品行为
11 日，全省 13 部门开展联合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召开。会议要求，重点查处老年人保健
品及广告宣传中存在的虚假宣传、夸大
宣传等突出问题；重点查处通过免费体
验、举办会议讲座、旅游、义诊等形式销
售保健品行为；重点查处以会议营销、网
络销售、电话营销、有奖促销、销售返利
等形式违法销售保健品的欺诈和虚假宣
传行为；重点查处保健品广告违法行为
以及以仿冒手段
“搭便车”
“傍名牌”等不
正当竞争行为。

【行动】
全省直销企业自查自纠
2018 年 12 月 25 日权健事件曝光，
至今已有半个月的时间。半月来，河南
省市场监管局也没有闲着，推出“组合
拳”保障民众权益。
1 月 4 日下午，该局召开直销企业驻
豫机构负责人座谈会，包括无限极、安
利、完美、康宝莱等 40 余家直销企业驻

豫机构负责人参加。
会议要求，各直销企业要切实吸取
“权健事件”教训，扎实开展自查自纠。
此次自查主要包括，重点清查企业及分
支机构是否存在虚假夸大宣传、是否涉
及传销、售后退换货机制是否执行到位、
应对舆情方法手段是否妥当等现象和问
题。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职
责，对直销企业的准入、经营和退出全过
程进行监管，定期公开公布监管违法直
销企业信息，对严重违法失信直销企业
依法移入
“黑名单”
。
1 月 7 日，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启
动对
“权健系”
的全面核查机制。依法核
查与权健公司关联的市场主体情况、投
诉举报及售后处置情况等。同时，河南
启动对全省直销行业的检查。督促权健
河南分公司与本地经销商建立直接联
系，确保经销商严格落实退换货制度，
保
障消费者核心权益。全面了解使用“权
健”注册的商铺情况，
重点摸清与权健公
司的关系，商铺经营的产品及范围，
特别
是使用“权健”注册的火疗馆，查清是否
有资质，从业人员是否有从业许可证，
以
及是否取得消防许可等，对涉嫌违规违
法者依法作出严肃处理。

释疑
河南并非权健直销区域，
为何有权健产品在售？
1 月 11 日，
记者从郑州市工商局了解到，河南并非权健的直销区域。
“他们不能以直销的形式进行销售，但能以其他传统销售形式进行销售。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市工商局要求各县（市、
区）工商质监部门对本辖区内的权健
经销商进行排查，
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郑州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处处长韩虎说。
何谓“直销区域”？
《直销管理条例》对直销企业的直销活动区域、直销员招
募、直销产品核准、宣传广告内容等有着严格的规定，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网
信息显示，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官网报备的直销区域有 10 个，河南
并不在其中。
“这也就是说，权健在河南不能进行直销。”
韩虎说。
可在省内的大街上为什么有权健的产品销售呢？
“不能进行直销并不代表
不能销售，他们可以采用传统的销售模式进行销售，也就是店铺销售。”韩虎
说，与传统的店铺销售模式不同，直销是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
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是一种不经过中间
商、直接把商品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营销模式。
据统计，目前，在郑州设立河南分公司的直销企业有 42 家，其中在郑州有
直销区域的 15 家，未核准直销区域的直销企业通过授权专卖店、经销商等形式
以传统销售模式开展经营活动。2017 年，权健在河南注册了分公司。目前，
省、市相关部门已安排金水区工商质监局对其经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1 月 11 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举行 2019 年全省交通运输
工作会议，会上总结了我省交通部门 2018 年取得的成绩，并
透露 2019 年的工作计划。大河报记者晒出河南交通 2018
年成绩单，你满意不？

去年数据

33 个贫困县提前实现交通运输脱贫目标
看 河 南 交 通 2018 年 成 绩
单，
先来了解一组数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
476 亿元，其中 240 亿元投向贫困
地区；
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77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达 6600 公里；
新改建农村公路 10000 多公
里，超额完成省政府确定的年度
重点民生实事任务；
实施普通公路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 1.3 万公里，改造危桥 734 座、
2.8 万延米；
拟退出的 33 个贫困县提前
实现行政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
邮政的交通运输脱贫目标，293 个

易地搬迁安置区对外出口道路同
步建成投入使用；
完成公路水路客运量 9.4 亿
人 次 ，旅 客 周 转 量 712 亿 人 公
里；
完成公路水路货运量 24.9 亿
吨、
货物周转量 6916 亿吨公里；
快递业务完成 15 亿件；
扩大高速公路货车差异化收
费政策优惠时段和范围，仅一项
政策累计减免货车通行费 6.5 亿
元。
据介绍，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的“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多式联
运示范工程等多项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为中原更加出彩增了光、
添了彩。

今年计划

2019 年实施“千百万”三大工程
全面实施高速公路“双千工
程”。投资 1144 亿元、新开工建
设 1059 公里高速公路，
“ 双千工
程”涉及的 15 个项目 9 月底前全
部实质性开工建设，完成年度投
资 170 亿元。
启动实施农村公路“百县通
村入组工程”。支持全省 100 多
个县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的
基础上，向自然村组延伸。力争
经过 3~5 年的努力，基本实现所
有行政村和 19 万个自然村组通
硬化路。2019 年新改建农村公
路 5000 公里以上。
扎实开展“万村通客车提质
工程”。今年 1 月底前将出台实
施方案，提升 4.7 万个行政村通客

车品质，打造“城乡公交+班线客
运”的村村通客车“升级版”，让河
南 4000 多万农村老百姓“出门见
路、抬脚上车”
。
另外，确保卢氏等 14 个贫困
县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通
客车、通邮政的交通脱贫目标，确
保每一个易地搬迁安置区有一条
通畅的对外出口路。确保周南、
息邢和济洛高速济源至豫晋省界
段等 3 个、314 公里高速公路项目
建成通车。重点实施普通干线公
路省际路段、连接城市组团关键
路段和贫困地区低等级路段改
造，全力打通断头路，扎实推进 64
个、2020 公里续建项目和 74 个、
1880 公里新开工项目建设。

信阳公司：
电网扶贫助力申城农民奔小康
1 月 8 日，
信阳市光山县沈堂村兴
农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收到新一年的第
一笔药材销售款5万元，
村支书王生顺
表达了对国网信阳供电公司的感激之
情。2018 年以来，
信阳供电公司认真
贯彻市委市政府、省公司关于脱贫攻
坚工作的要求，综合考虑地方扶贫产

业发展需求和用电需求，
采用
“三三四
五”
模式，
从加强领导、
目标调整、
聚焦
落实等方面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成效显著。2019年，
该公司还将继续
加大电网扶贫投资力度，
为助力申城
农民奔小康保驾护航。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