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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被不合格减肥药坑惨了
  ● 含有西布曲明等违禁成分的减肥食品仍在一些渠道销售，同

时还有很多打着减肥旗号的“三无”产品潜伏在社交平台中

  ● 卫生、市场监管等多个政府部门应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

加强对违法违规减肥食品的监督查处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 消费者要增强健康知识和法律意识，不要盲目相信商家的虚

假宣传，也不要一味追求减肥产品的功效，对于过分宣传减肥功效的

产品，一定要慎重购买

虚假宣传非法添加违禁成分 减肥食品市场乱象丛生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近日，李云迪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在北京警方的通报中，此

案的线索来源于“据朝阳群众举报”。据网友统计，自2013年网络

大V薛蛮子被抓以来，北京警方查处的柯震东、李代沫、宁财神

等一批名人嫖娼、吸毒等违法案件，均来自“朝阳群众”举报。

  网络上，无数个版本传颂着“朝阳群众”的神通广大，平时唠

嗑的一句“八卦”，广场舞中的一个动作，甚至擦肩而过的一个眼

神，都是他们在“传达信息”。

  “朝阳群众”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们真的是某个神秘

组织吗？卖淫嫖娼、吸毒或容留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通常都在隐

秘场所进行，“朝阳群众”又是如何发现线索的？带着这些疑问，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深入一线开展调查采访。

朝阳群众声名鹊起

不法分子无处遁形

  夕阳西下，北京东三环三里屯街道的汽车尾灯连成一片红

色的海洋。春秀路幸福一村小区门口，几位大爷大妈像往常一样

坐在马扎上聊天。

  “3号楼201那小刘，知道吧？为了环保，家里头又弄了两株

‘绿萝’”“别说了，幸福公寓603那个姓李的姑娘，最近好像又‘相

亲’了，开口就要‘俩包包’”……

  “绿萝”是大麻的代号，“一株”代表“一百克”；“相亲”是卖淫

的暗语，“一个包包”指代“嫖资一万元”。大爷大妈的聊天翻译过

来就是：吸毒者小刘又从毒贩手中购买了200克大麻，“外围女”

小李以一夜两万元的价格完成了一次性交易。

  事实上，这是一则流传甚广、极富文学色彩的段子，它绘声

绘色地描述了“朝阳群众”的日常工作。而大爷大妈的“嚼舌根”

活动，被段子手称作“4708部情报交流会”——— 朝阳区管辖面积

470.8平方公里，“4708部”是网友对“朝阳群众”的另一个称呼。

  据网友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8月举报薛蛮子嫖娼开始，“朝

阳群众”一路高歌猛进，战绩连连。柯震东、李代沫、张元、宁财神、

张耀扬、高虎、尹相杰、王学兵、张博、黄海波等一批“红人”“艺人”

和“名人”，因不法行为相继被“朝阳群众”举报，后被警方查处。

  一时间，“朝阳群众”声名鹊起。

  不仅在举报涉毒嫖娼等方面战绩卓著，大到刑事案件，小到

治安类警情以及违法建筑、火灾隐患等，都是“朝阳群众”的关注

点。2016年，“朝阳群众”还走出北京，跨省与厦门警方合作，助其

破案。

  2016年3月27日，厦门警方接到一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群

众举报，民警经过连续5天的蹲守，成功破获了一起毒品交易案。

当年《厦门日报》还对这起涉毒案进行了宣传报道。

  2016年11月，“朝阳群众”成为CCTV2016年度法治人物候

选。2017年2月初，北京市公安局上线了“朝阳群众HD”手机应

用，群众可以通过该应用发送文字、图片、视频等向警方提供线

索。App上线两个月，注册用户就达到5万余人，收到线索3000

余条。

  如今的“朝阳群众”，有自己的官方公众号、专属卡通形象、

百科词条，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走在朝阳区

街头，那些在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

员，那些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具

象化的“朝阳群众”，他们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

爱管闲事警惕性高

群防群治汇聚力量

  朝阳区位于北京市中南部，是北京城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常住人口超过345万。

  这里有全国闻名的CBD，聚集着北京市60%的外资金融机构和70%的世界500强企业地

区总部，绝大多数外国驻华大使馆都坐落于此。这里还是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的

主会场，拥有北京的“夜色中心”三里屯，一直是明星大腕的热门聚居地。

  在百度百科上，对“朝阳群众”的解释是“北京破获多起大案的群众组织”。

  那么，“朝阳群众”是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的呢？

  据了解，为提高“朝阳群众”辨识“坏人”的能力，朝阳区委政法委定期组织开展培训，

总结了“发现滋事倾向人员及时报告”“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报告”“发现可疑人车物品

及时报告”等“八发现八报告”经验，并在大型活动期间组织志愿者到一线巡逻实战。

  朝阳区委政法委平安建设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区委政法委着力培育和打造“朝阳群

众”品牌，多年来一直坚持对群防群治队伍进行教育培训，努力将其培育成一个传递社会

正能量的群众组织。

  “现实生活中的‘朝阳群众’是平凡的，他们就是一个个生活在朝阳区的热心群众，他

们‘爱管闲事’，警惕性高，连下楼扔个垃圾都会留个心眼儿。在许多物业、安保力量不够的

老旧小区，‘朝阳群众’还担负着维护社区治安、维护社区卫生和调解邻里纠纷等治理任

务。”该负责人说。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朝阳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就有着深厚的群防群治

基础。从1949年建立人民政府到1958年朝阳区正式成立的10年间，辖区内就已经建立了城

乡治保小组，组织治安巡逻队。1952年6月，建立了49个治保会，后调整增至110个，拥有委员

1187人，协助政府进行宣传和防特、防盗、防火等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朝阳区群众打过一个“漂亮仗”——— 组织起来成为民兵的朝阳群众，

与公安民警一起抓获了某国间谍。为此，新华社特意刊发文章进行宣传报道，人民美术出

版社还出版了同名连环画。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朝阳区成立了区级治安联防指挥总部，街道、公社和基层单位成

立响应机构，公安、联防、治保会三级控防体系初具规模。进入90年代，朝阳区正式建立三

级群众性治安管理体系，形成专职巡防队、社区保安员、治保积极分子相结合的群防群治

队伍。至此，“朝阳群众”队伍正式建成并开始发挥作用。

  近年来，朝阳区充分利用各种方式，特别是科技信息化资源，推动“朝阳群众”品牌提

质升级。依托区级治安志愿者协会和街乡、社区(村)分别设立的治安志愿者分会和工作

站，做到每名治安志愿者有人联系、有人培训、有人管理，每项社会面防控任务有人落实、

每个点位有人值守，推进治安管理法治化和长效化。

  在此背景下，朝阳区发案总量、可防性案件实现双下降，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热爱守护这座城市

朝阳群众就在身边

  垡头街道翠城雅园社区，一陌生人在一排电动车旁鬼鬼祟祟地徘徊，戴着红袖标的治

安志愿者王民瑞上前大喝一声：“你是哪个楼的？在这儿找什么？”那人支支吾吾应付两句

快速离开。

  家住建外街道大北社区的冯广岐是一名资深志愿者，每逢北京有重大活动，他就戴上

小红帽、穿上红马甲，到邻近CBD的治安志愿岗执勤，紧盯大事小情之外，干得最多的就是

指路。

  2018年6月的一天，西坝河南路，一名陈姓女子在路边打开车窗透气时，遭遇持刀抢劫

的歹徒。危急时刻，从附近经过的搏击教练周凡凡和其他6名热心群众“迎刃而上”，将歹徒

当场制服。“原来老是听说‘朝阳群众’很厉害，今天自己也做了一回‘朝阳群众’，觉得很光

荣。”周凡凡说。

  ……

  “朝阳群众”的事迹广为传颂，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志愿加入这支庞大的队伍。目前，朝

阳区共有各类群防群治力量19万余人，包括治安志愿者、专职巡防队、安全稳定信息员、网

格员、社会单位保安、保洁员等群体，这些人员组成了“朝阳群众”的核心力量，是“朝阳群

众”的代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志愿者并非是有北京户籍的传统意

义上的北京人，更多的是来北京居住、工作和生活，并深深热爱这座城市的“新北京人”。

  如今，“朝阳群众”日益成为群防群治的代名词，成了一种崇德向善的符号，象征着那

些有正义感、敢于承担、乐于助人的朝阳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上向

善的价值追求。

  “‘朝阳群众’代表着一个超越户籍、地区和地理范围的概念，是一种身份认同、一种公

众参与社会治理责任的认同，更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和新时代正能量的代言人。”朝阳区委

政法委平安建设科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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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  磊

  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对被告人郭美

美等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案依法进行公开

宣判，最终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

告人郭美美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并处罚金

20万元。根据法院判决，被告人郭美美等在

明知他人销售的减肥糖可能非法添加西布

曲明的情况下，仍对外销售。

  我国早在2010年就已经宣布国内停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及原料药。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含有西布

曲明等违禁成分的减肥食品仍在一些渠道

销售，同时还有很多打着减肥旗号的“三无”

产品潜伏在社交平台中。购买和使用了这些

产品的消费者不仅没有减肥成功，等待她们

的反而是一场人生灾难。

  受访专家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应建立健

全联合执法机制，加强对违法违规减肥食品

的监督查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电商平

台要对入驻商家加强资质审核，加大日常管

理和检查力度，不给不法商家留有任何违法

获利的空间。

减肥食品暗含违禁成分

消费者身心健康皆受创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孙芸永远不会

忘记一款名叫“私人定制植物肽”的减肥药，

因为这款减肥药几乎毁了她。

  2019年，23岁的孙芸大学毕业时，有一

副标准身材，身高1.63米、体重116斤，但她并

不满意。“当时网上有各种身材挑战，马甲

线、人鱼线、反手摸肚脐，让我觉得自己的身

材属于‘微胖’，就想着快速瘦下来。”孙

芸说。

  有一天，孙芸偶然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

张写着“吃一片包瘦3至5斤”的减肥药宣传

图片。这让孙芸心动并与该电商联系。对方

回复称：“绝不反弹，不用运动，不伤害身体，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保证一定会变瘦。” 

  孙芸立刻下单，一盒30粒药丸，价格

1280元。对方还推荐了瘦身霜、减肥酵素、减

肥果冻等其他配套产品，美其名曰“搭配服

用效果更佳”。经其推荐，孙芸又花300元购

买了一盒减肥酵素。

  收到货后，孙芸按照对方说的服用要求

吃下一粒药丸。没过多久，她感到一阵剧烈

的腹痛、头痛。“过一段时间，一会儿情绪高

亢，一会儿又特别沮丧，还会莫名其妙地想

哭，心慌气短、浑身发抖。第二天早上会吐，

不停地反胃、恶心。”

  孙芸找电商反映上述情况。对方回复

称，这是正常现象，是脂肪在燃烧，身体在适

应，过两天就好了，如果实在忍受不了，可以

一天吃半粒或者隔一天吃一粒。

  将信将疑之下，孙芸按照隔一天吃一粒

的方法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不但症状没减

轻，身体反而越来越差。她整宿睡不着觉，心

悸，甚至还出现刻板行为。“比如，我会坐在

梳妆台前一遍又一遍梳头发，还会拿着手机

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这些行为根本不受控

制，我父母看到之后都被吓到了。”

  孙芸的姐姐孙清也吃了同样的减肥药。

孙清当时身高1.70米，体重120斤，但她还是

想借助药物快速瘦到100斤以下，于是选择

了和孙芸同款的减肥药。

  孙清顶着减肥药给身体带来的所有负

面效果，连着吃了10天，暴瘦18斤。孙芸回

忆，孙清虽然瘦了，但状态异常憔悴：“整个

眼圈凹进去，黑眼圈特别重，面色蜡黄，一点

血色都没有，看上去就像生了大病一样。”

  姐妹俩以为自己心理出了问题，结伴去

看心理医生。经一系列心理检测和咨询，心

理医生告诉她们，她们的症状和心理疾病完

全无关，很可能是因为吃了含有违禁成分的

减肥药。于是，孙芸买来试纸检测，发现自己

服用的减肥药中有西布曲明成分。

  姐妹俩随即停止服用减肥药，但至今已

经过去两年之久，减肥药带来的副作用并没

有消失。孙清的体重一度增至160斤，至今仍

时不时感到头疼和心悸；孙芸的体重也反弹

了15斤，时不时偏头痛，经期不规律，还大量

脱发。

  孙芸曾拿出减肥药的包装盒仔细查看，

竟然发现产品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被打

成了“生产日计”。“这绝对是‘三无产品’！我

当时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孙芸说。

  28岁的刘小婕来自湖北武汉，2015年大

学毕业前找工作多次碰壁，她认为与自己

160斤的体重有关，于是下定决心快速减肥。

她经闺蜜推荐，入手了一款减肥胶囊，断断

续续服用了半年左右。

  “这段服用减肥食品的经历给我的

身体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伤肝又伤

肾，我到现在都肾虚。服药以后，人明

显变黄了，脚后跟出现干裂，到了冬

天甚至会干裂出血，特别疼，几乎无

法落地。月经也失调了，当年做体检

时还查出甲状腺结节。其实我之前的

体质很好，一点小毛病都没有，吃那个减

肥胶囊把我的身体彻底毁了。”刘小婕说。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张君今年25岁，她

在3年前通过电商购买了一款号称是泰国减

肥糖的产品。服用后，起初疯狂想喝水、上厕

所，后来就整天不想吃饭，也感觉不到饿，还

伴有贫血的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只要低头

再抬起来，都会觉得头晕眼花。”

  后来，张君上网搜索了这款产品，

发现其原料表里直接写明含

有西布曲明。“当时年

纪小，太傻了，竟然

能被这种有非法

添加成分的减肥

食品骗了。”

违禁成分仍在暗线流通

合法成分不能保证无害

  孙芸和张君提到的西布曲明，是较为常

见的减肥药非法添加成分。

  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

介绍，西布曲明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抑制食欲的药物，虽有一定减肥功效，但可

能会有高血压、心率加快等副作用，严重时

可致人死亡，我国早在2010年就已经宣布国

内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及原

料药。但目前仍有一些不良商家在减肥类食

品中非法添加西布曲明。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购买西布曲明原料

或含有西布曲明的成品药并非难事。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以“减肥”“西

布”“瘦身”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搜索，均能在

搜索结果中发现声称自己“有货源”“进口

货”的信息。

  一个名为“减肥药代理”的社交平台，拥

有1.6万个关注、6.9万个帖子，首页多个帖子

都称自己有靠谱货源。

  一些用户昵称即有玄机，或取谐音或拼

音首字母字样暗示有“西布曲明”，例如“xb

印度进口”“西部小小B”等。部分卖家直接

晒出白色面粉状物品照片或视频，称自己是

“一手货源，欢迎代理商来谈”“懂的来”。

  这些卖家非常谨慎。记者添加一个名为

“AA一手厂家直销（瘦身）”卖家的网络账

号，与其取得联系。

  卖家通过记者的好友申请后，表示自己

既有成品也有原料，发来大量药品图，称想

做胶囊或爱心型药片都可以，还有糖果包

装。在记者询问“是否是西布”后，卖家立刻

警觉起来，改用语音回复：“打字不要提这

个，你是不是不懂。”

  该卖家甚至提出要核实记者作为买家

的身份，查看记者的网络空间。没发现端倪

后，卖家才建议：“看你不懂这行，不建议你

直接买原料。你可以拿散装的先用着，联系

客户，等客户多了稳定了，再找我拿原料自

己加工。”

  卖家表示，如果要带包装盒，25粒一盒

卖98元，批发价另谈。“前期投资别嫌贵，我

们卖给客户一般都是298元或368元一盒。”

  除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等有害成分的减

肥食品外，减肥食品市场上不乏含有合法添

加剂的减肥冲剂、减肥酵素等食品。然而，添

加成分合法，并不意味着食用后对人体

无害。

  朱毅告诉记者，市场上酵素等减肥食品

火爆，但若想要达到宣称的效果，立竿见影

瘦身，就可能添加了一些泻药，哪怕是合法

添加的芦荟、决明子等，以及中药用到的大

黄、番泻叶等，长期服用也很可能会导致结

肠黑变病。

  “ 这 是

一 种 非 炎 性

病变 ，一些人

没感觉，一些人

会引发便秘、腹

泻、腹痛、腹胀、肛

门坠胀等不适。目前认

为黑变肠黏膜的息肉和癌

变几率可能增高。”朱毅说。

  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否含有非法添加

成分，过于依赖减肥食品进行减肥，都可能

会给人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

减肥食品宣传无孔不入

网络销售自有话术体系

  尽管减肥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影响，但目

前这类食品的宣传无处不在，如弹窗广告、

社交平台推广、购物网站首页推送……

  记者在浏览一些网络平台的热搜时发

现，在相关热搜新闻之下，总有人在评论后

悄然转向称自己服用了某减肥食品。

  例如，在某起明星被警方通报的热点新

闻之下，名为“请叫我妍粑粑”的网民留言

称：“谢谢朝阳群众，贵圈真的太乱了。那时

候还为参加他的粉丝见面会，每天喝瘦身

饮，瘦得特别多，改变梨形身材……”随后，

该网民自己回复该条评论称：“瘦身饮是我

前段时间用哒，俺网络空间有发过！”

  随后几天，记者又在不同的热搜新闻评

论中，发现了“端书同学”“大大叔男”等多名

账号用类似的表述，吸引人关注他们宣传的

“瘦身饮”。

  记者点开这些账号发现，所有账号首页

的最新两条博文均一模一样，都发了3张完

全一样的健身房对镜自拍照，并配文称：“最

近又瘦了好多，同学聚会又被夸了，开心。”

这些账号推荐的网络账户都是同一人———

名为“嬛嬛小公举8”的电商。

  “嬛嬛小公举8”的网络空间里充斥着各

种减肥文字，同时配有各种产品零售的转账

和收款截图。她主推的减肥产品，分为598元

的普通套餐、1100元的特效套餐和1700元的

加强版套餐。

  这名电商推荐产品自有一套话术体系。

  在记者向其询问减肥套餐如何购买之

后，她发来一个问题列表，说要“根据具体情

况看看宝贝适合哪款产品”，问题列表里的

问题包括：身高、年龄、体重、是否用过产品、

用过几种产品等。当记者以不同账号加其好

友、填写截然不同的信息之后，她推荐的都

是同一款产品。

  记者询问“这个对身体会不会有副作

用”时，其回复称：“我们的产品是国家QS认

证食品级的，百分百没副作用。”

  随后，记者以该套盒上印有的商标名

“卡芙轻”在中国商标网上检索后发现，申请

人为浙江伊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然而，

无论是“卡芙轻”还是“浙江伊梵姿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

生产许可获证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上，搜索结

果均为“无”。

  减肥食品电商的套路还体现在买前买

后的“变脸”。买时一口一个“姐妹”“亲亲”，

转钱后立刻变陌生人。孙芸对此深有体会，

她看完心理医生并用试纸检测出违法添加

成分之后再联系电商，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

删除好友。

  孙芸让自己

的闺蜜再次添加该

电商为好友，发现其已经

改卖减肥奶茶，但是网络空间

的文案和配图，还是原来的风格。

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

增强监管加大惩处力度

  对于减肥食品市场乱象，中国法学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介

绍说，从消费者投诉来看，减肥食品市场主

要存在虚假宣传、非法添加违禁成分等

问题。

  在他看来，为了谋取更多经济利益，有

的商家不惜通过夸大减肥食品功效等手段，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有的商家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减肥

效果，甚至在减肥产品中添加违禁成分，严

重危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损

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会扰乱减肥食品

市场秩序，影响行业的商业信誉，不利于行

业的健康发展。”陈音江说。

  为什么这种乱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

治理？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

为，其根源在于消费者需求迫切、违法成本

低、维权难度高。“售卖者被发现之后，通常

面临的是罚款和较轻的刑事责任，与售卖产

品的暴利相比惩罚力度不足。相比之下，对

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举证是个大难题。”

  “相关商家要求消费者拿出检验报告以

证明产品含有非法添加成分，但这对普通消

费者来说并非易事。”任超介绍，更重要的

是，减肥食品网络销售存在监管盲区，造成

网络食品经营门槛偏低，相关信息审核并不

严格。

  任超还提到，为了规避政府相关部门的

检查，商家非法添加违禁成分的手段越来越

隐蔽，一些“企业”甚至有专门的研发团队专

项研究添加物；有的在药店柜台上摆放的产

品通常是合格品，但实际卖给消费者的却是

含有违禁成分的产品，这都给监管增加了

难度。

  陈音江同样发现，目前减肥食品的销售

渠道越来越隐蔽。“以前主要是线下销售，无

论是虚假宣传还是产品质量问题，相对来说

更容易监管。现在多是在网上销售，有的甚

至是通过网络平台一对一交易，无论是平台

还是监管部门，很难将其纳入日常监管。”

  对于减肥食品的监管问题，任超建议，

卫生、市场监管等多个政府部门应建立健全

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减肥食品的

监督查处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减

肥广告夸大、虚假等问题也应从严处罚，市

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经营者停止发布广告

并处以相应罚款。

  陈音江则称，电商平台要对入驻商家加

强资质审核，加大日常管理和检查力度，依

托大数据技术开展研判分析，一旦发现平台

内商家虚假宣传或消费者投诉，应该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并与市场监管部门保持数据共

享，不给不法商家留有任何违法获利空间。

  “消费者要增强健康知识和法律意识，

不要盲目相信商家的虚假宣传，也不要一味

追求减肥产品的功效。对于过分宣传减肥功

效的产品，一定要慎重购买。如果权益受到

损害，要及时收集好相关证据，依法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陈音江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孙芸、孙清、刘

小婕、张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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