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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苏莹 通讯员

粤市宣）

昨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对权健公司开展调查处置的情况

通报。 据悉，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017 年 6 月获批在广东设立直

销分支机构广东分公司。 该公司在广东

省内申请的直销区域为广州市和佛山

市， 因服务网点尚未经过商务部备案，

该公司在广东不能开展直销经营业务。

权健广东分公司停业整顿

据悉， 近期有关权健公司的舆情

发生后，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

向全省市场监管系统下发了工作通知，

要求各级市场监管 （工商） 部门核查

该公司关联市场主体、 投诉举报及处

置情况， 组织开展调查行动并及时将

有关情况上报。 截至 2019 年 1 月 4

日， 初步核查权健公司在广东省有省

级分支机构 1 家， 相关联的工作室、

火疗馆等市场主体 233 家， 检查期间

珠海市工商局对其某经销商涉嫌虚假

宣传立案 1 宗。

广州市工商局对权健公司广东分

公司进行了行政约谈和现场检查， 责

成该公司立即自查整改、 暂时停止营

业并妥善处理消费者退换货， 目前该

分公司已处于停业整顿状态。

加大涉事企业在广东经营活动

的监管

数据显示， 近年来全省市场监管

（

工商

） 部门查处该公司相关市场主体

行政处罚案件 4 宗， 分别涉及其经销

商违规直销、 无照经营、 违法广告和

传销组织利用其产品从事传销行为。

经查询广东省智慧食药监平台，

全省食品经营许可系统内名称中含

“权健” 且已核发 《食品经营许可证》

的食品经营者共 28 家， 其中 26 家经

营项目中含有保健食品销售， 分布在

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 对上述 28 家

食品经营者， 该局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下发 《关于加强对有关食品保健食

品经营者监督检查的通知》， 要求各有

关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立即于近日开

展现场监督检查。

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继续密

切关注该事件进展和处理情况， 加大

对涉事企业在广东省经营活动的监管

力度， 同时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

涉事企业关联主体开展全面检查， 对

投诉举报迅速处置， 对违法行为立即

立案调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实习

生 凌雪敏 通讯员 杨秋明 岑柏瀚 ）

为显摆自己有门路， 男子原价购入手

机， 倒贴 3600 元卖出， 结果订购手

机的人越来越多， 他走上了诈骗的道

路。 近日， 海珠警方抓获一名以低价

甩卖知名品牌手机等方式实施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陈某

（男，

21

岁）

， 查明

其涉及诈骗案件 9 宗， 涉案金额高达

170 万元。 目前， 经检察机关批准，

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海珠警方依法执

行逮捕。

2018 年 6 月， 小梅

（化名）

在某

微信婚介交友群里认识了一陈姓男子

并添加其为微信好友。 陈某自称“人

面广， 门路多”， 谁有困难找他帮忙

一定能解决。

2018 年 9 月， 陈某自称有一批被

海关扣押的某国外知名品牌全新手机

想低价甩卖， 原价每台 8600 元， 现

只卖每台 5000 元。 小梅见有利可图，

于是向陈某订购该款手机。 起初每次

交易， 陈某都能按时交付， 而且到货

的手机确实是真货。

然而， 好景不长， 当小梅向陈某

转账支付 45 万货款， 大量订购该款

手机后， 小梅就再也没有收到一台手

机， 而陈某则以各种理由多次推搪不

肯交货， 并拒绝退款。 小梅这才发现

自己被骗了。

接报警后， 海珠警方立即展开调

查， 发现有多名受害者都曾被陈某以

类似手段骗取钱财。 经调查取证， 办

案民警于 2018 年 11 月 24 日抓获嫌

疑人陈某。 经审讯， 陈某对其实施诈

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据陈某供述， 其为了在朋友面前

显摆自己有门路有能耐， 于是虚构自

己有能力低价购得某国外知名品牌手

机、 有能力帮他人办理广州户口、 有

能力介绍中国名医治疗顽疾等等。 而

陈某所谓的“海关扣押” “低价甩

卖” 品牌手机， 其实是他自己收到朋

友及微信好友的订单后， 先通过正规

渠道原价购入， 再转卖给下单人， 每

卖出一台手机， 陈某就要倒贴 3600

元。 本想在朋友们面前“晒” 自己如

何有门路， 谁知后来订单越来越多，

令陈某入不敷出， 于是就通过骗取朋

友的订金， 拆东墙补西墙， 同时用于

日常挥霍， 维持其所谓的“面子”。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权健公司调查处置情况

权健在广东不能开展直销经营

爱显摆贴钱卖手机 为面子骗财170万

21岁小伙涉诈骗罪被执行逮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孙小鹏

成小珍）

昨日， 网传中山大学南校区有

工地挖出古墓。对此，中山大学校方回应

称， 中大广州校区南校园拟建学生食堂

项目选址，施工时发现墓地的情况属实。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勘探的发现为：有多座东汉和明

清时期墓葬。

工人： 一个月前开工已挖到文

物昨日“特别多”

发现古墓的工地是中大春晖园饭堂

的新建地址， 昨日下午 5 时 30 分许，记

者到达现场时，现场已经停止施工。工人

表示，可能要等考古人员工作完成后，工

地才会继续开工。 现场聚集了一些围观

学生， 有学生表示很激动，“专门来看一

下学校挖出了什么古墓”。现场一名负责

工地机电工作的施工人员告诉记者，工

地已经在一个月前开工，“开工挖土的时

候就有考古人员进入了。 一开始就断断

续续挖出了文物。 ”

据介绍，开工时，每天都有四到五名

考古人员进驻工地。昨日挖出的文物“特

别多”，已经考古人员被运走。

昨日下午 5 点， 工地的安保人员已

经拉起警戒线，禁止外人进入。一名工人

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 工地现场挖出的

文物大部分是器皿，大多已经破碎。

考古研究院： 发现多座东汉和

明清时期墓葬

昨日，中山大学校方回应称，中大广

州校区南校园拟建学生食堂项目选址，

施工时发现墓地的情况属实。 学校已经

上报，文物部门已经进驻现场。

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期，市考古院积极配合中山大

学的多项建设工程， 在工程用地范围开

展考古工作。 目前勘探的发现为:有多座

东汉和明清时期墓葬， 以及唐代水井等

文化遗存。下一步，市考古院将严格按照

文物保护法规和考古工作规程， 对这些

古遗址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记者了解到，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

校园地势较高，适宜古人生产生活，死后

埋葬。上世纪 50 年代就曾发现史前时期

的石器，60 年代以来多次发现古代墓

葬。 2014 年被公布为广州市第一批地下

文物埋藏区。

中大南校区发现东汉和明清古墓

发现古墓的工地为春晖园饭堂新建地址，校方称文物部门已进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于雄伟 黄珏）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

悉， 根据公安部部署要求，1月5日上午，

全省统一开展全国治安系统“知法守法

远离赌博”禁赌宣传月广东集中宣传活

动。 省公安厅在佛山主会场发布《关于

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以

宣传展板、实物展示等形式开展禁赌宣

传教育。

据悉，去年，省公安厅先后部署开展

了“飓风2018”打击赌博、打击整治跨境

网络赌博犯罪“断链”、严打整治利用游

戏机赌博违法犯罪“打虎”、禁赌“百日行

动”、 打击农村赌博等全省性统一行动。

去年全省共查处涉赌案件3.5万余起，其

中行政案件2.9万余起，刑事案件6800余

起，刑事拘留2万余人，逮捕1.3万余人。

广东警方打击整治赌博成效显著

去年全省共查处

涉赌案件 3.5万余起

▲

发现古墓的工地为春晖园

饭堂新建地址。

荨

据一名工人现场拍摄的视

频显示， 工地挖出的文物大部分

是器皿，大多已经破碎。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