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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家消费信用宝典

近3万元买张“治病”床垫

商家却无法证明其疗效

谨防老人孤独焦虑心理被不良商家利用

橙家宣布为两万户业主售后回访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王 颖

婷）

昨日， 橙家在碧桂园集团总

部宣布， 其即将发起家装业内大

型售后回访工作， 拟为两万户业

主免费上门检修百项装修细节。

免费回访活动将涵盖橙家装修的

近 2 万名客户， 持续 10 个月进

行。

橙家执行总经理朱石友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客户是企

业发展的根基， 售前让客户轻松

决策， 售中让客户省心省力， 售

后让客户享受放心的维护， 这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

法国奢侈家居品牌罗奇堡入驻广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颖婷）

近日，

来自于法国的家居品牌罗奇堡广州展厅

在琶洲吉盛伟邦国际家具采购中心开

业。 此次开业展厅，是广州地区的第一家

罗奇堡门店， 由广东生活大师家居负责

广州都市圈的家居市场。 现场重点展示

罗奇堡的 MAH JONG 麻将沙发。

据介绍，由 Hans Hopfer 设计的“麻

将沙发” 已被法国卢浮宫装饰艺术博物

馆收藏，“麻将沙发”可自由组合、并排、

叠放，每一种组合方式可变换不同形态，

充满不同的创意， 此次进入广州有望为

珠三角家居市场带来更多的高品质体

验。

□

信息时报记者 王颖婷

通讯员 黄月星

去年，广州市民张奶奶在某小区的

健康养生讲座上，花了近 3 万元买了一

张养生床垫，销售人员宣称床垫可以治

疗膝盖痛、促进血液循环。 张奶奶对此

深信不疑，她女儿周女士表示怀疑：“无

法证明其疗效的床垫，真的能值近 3 万

块吗？ ”

近年来，相关维权投诉案例比比皆

是，媒体也多次对类似磁疗保健家居用

品进行了曝光，但仍有不少老年人“中

招”。 据悉，像磁疗床垫、枕头等此类生

活用品并不属于医疗器械范畴，目前国

家对此类保健家居产品缺乏统一标准。

专家分析称，商家正是利用了老年人焦

虑、孤独、从众的心理，夸大疗效以高价

销售保健产品。

消费者：质疑商家夸大疗效

张奶奶告诉记者， 因为年纪大了，

去年开始膝盖痛，平常走路、上下楼都

不方便，在一名远方亲戚的介绍下参加

了健康养生讲座，花了 27000 余元购买

了一款磁暖养生床垫。“我们在一个小

区的出租屋里上课，来上课的都是和我

年纪差不多、退了休的老人。 讲课的人

告诉我们磁场对人体的好处。 还有用过

他们养生产品的人，和我们说他们用了

产品后身体变好了。 ”张奶奶听后心动

不已：“他们听说我膝盖痛，就给我推荐

养生床垫，说是有磁力还能加热、可以

治疗膝盖”。

张奶奶的女儿周女士在一旁告诉

记者：“平常我妈妈省吃俭用不舍得花

钱，没想到她一口气花了 27000 多块钱

买了个床垫。 ”记者翻开床垫的产品册

看到，此款床垫有三大主要功能，分别

是产生磁场的“立体磁场层”、发出远红

外光的“纳米碳纤维远红外发热层”、带

有按摩功能的“架桥发泡层”，并宣称通

过地球的地磁与太阳的远红外光达到

阴阳平衡，适合有血管堵塞、记忆力下

降、下肢无力、气短、不思饮食、缺乏自

信等 25 余项问题的人使用。 产品手册

上标明 ， 零售价最便宜的 90×190/

200CM 款为 22800 元、 最贵的 180×

200CM 款高达 29800 元。

张奶奶自从买了床垫后，每晚都在

使用， 她觉得是这款床垫产生了效果，

现在膝盖已经好了许多。“其实，并不能

证明她是因为床垫康复的”， 周女士告

诉记者：“之前就已经带妈妈去过医院

治疗膝盖，在医院做了理疗、开了药，我

还专门买了保健药给她吃，到底床垫在

其中起了多大作用，我们都无法得到证

明”。 商家一直没能提供证明其床垫疗

效的资质证明， 让周女士苦恼的是，张

奶奶还对床垫疗效深信不疑，“叮嘱了

妈妈几次后，她后来还瞒着我买了其他

保健食品，连价格都不愿意告诉我了”。

据了解，在张奶奶购买的床垫和宣传资

料上，并没有医疗器械和保健用品的相

关批文和许可编号。

市场：多次曝光类似保健产品

记者在网页上搜索“磁暖养生床

垫”马上跳出了“长期使用磁疗床垫的

危害”、“磁疗床垫骗局” 等相关搜索选

项，点进去看到有众多消费者质疑磁疗

床垫的疗效、品牌资质，多家媒体均有

相关报道。 记者浏览发现，磁疗产品已

有固定的销售模式， 首先通过免费体

验、上课形式给老人讲述磁疗产品的好

处， 销售员以口头方式宣传治疗效果，

再略施小恩小惠如鸡蛋、牛奶等，获得

老人的信任，买下高价磁疗产品。

多名消费者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

言板”栏目进行投诉，其中一位消费者

称，2017 年在汝州市有多家老年人磁疗

电疗保健品店，每天都有老年人去排队

免费体检、上课，有时商家为了隐秘一

些， 还叫老人们早上 5 点就去上课开

会，多名老人花上万元购买产品。 随后

汝州市相关部门对该投诉做出了回复，

执法人员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揭穿了

一场在汝州市某商务酒店

会议室进行的针对中老年

人骗局，在场的二十余名中

老年人免于上当。

2012 年 4 月 12 日， 央视财经频道

的《经济半小时》栏目曾对类似声称生

物地磁床垫进行过曝光，被吹嘘能养身

保健、改善血质的地磁生物床垫竟然是

一家小作坊生产，而秦皇岛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所通过对比卧室放置床垫前

后室内空气的指标发现，放置床垫后卧

室内苯、甲苯、二甲苯等检验项目超标

达到上百倍。 原北京军区总医院教授周

万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告诉记者，促进

血液循环的磁疗产品， 其磁场强度高

低， 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标准。

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邱宝

昌也表示：“保健品应该有相关部门的

批文， 如果没有批文就不是保健用品。

并且保健品功能必须在说明书上写明，

不能去擅自地虚假宣传。 我国药品法规

定得非常明确，非药品不得宣传疗效和

治疗的功能。 那么如果它即便是一个保

健品，它也不能宣传有治疗的功能”。

析因：利用老年人孤独焦虑心理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 年

中国养老产业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战

略研究报告》显示，到 2020 年，预计我

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老龄化水平

达到 17.17%；2025 年，60 岁以上人口将

达到 3 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

老年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相关

保健家居的产品标准还亟须规范。 在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磁疗

产品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中，说明

磁疗产品是指利用磁场的物理性能治

疗或缓解人体疾病的医疗器械，像磁疗

床垫、枕头等这类生活用品并不属于此

类范畴，缺乏检验标准。

那么，为什么仍有老年人花高价来

购买磁疗保健产品？ 周女士认为是和老

人沟通不足有关，“平时我工作繁忙，陪

母亲的时间比较少。 老人年纪大不愿意

出门走动，与外界接触较少，容易听信

有心人员热情的话语”。 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楼慧玲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年龄增加、机体功

能下降， 老年人通常都会感到恐惧、焦

虑， 再加上部分人对药物有抗拒心理，

就想多尝试其他方法来保持健康。 如果

床垫、枕头有良好支撑性、符合身体的

曲线， 那么对改善睡眠质量有一定效

果。 有的老年人使用了保健家居之后，

还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自我心理暗示，心

情变得愉悦， 身体也随之受到良好影

响，但是其宣传的治病功能就需要提供

相关检测报告来证明”。

行业：百日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在 3 月 1 日广东省家具协会召开

的相关会议上，广东省家具协会会长王

克提出：“今年将加大多功能健康养老

家具研发力度， 促进现代康养产业发

展”。 记者从中国民政部官网获悉，3 月

初广东省民政厅印发了《关于认真落实

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的

通知》， 要求各级民政部门重点对本地

的养老院、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等养

老服务场所开展全面的排查整治，对养

老服务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加强监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假借养老服务、健

康养生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

体验、赠送礼品、组织旅游等形式，利用

养老服务场所对老年人进行保健器材、

用品、 用具等保健产品的虚假宣传、欺

诈行为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