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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百日行动”后监管力度不减

直销行业仍是保健市场整治重点

□

信息时报记者 赵鹏宇

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的“百日行动”虽已收官多时，监管部门对于权健事件引发的多个直销

行业问题和危机，仍保持高压的监管态势。从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江苏省、北京市、广东省等

8 省（市）确定为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试点地区，到管理层提出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的意见，再到商务部出台《关于发布直销备案产品、直销培训员和直销员复核登记结果的

公告》等行动可以看出，在对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和直销行业的清理整顿上，相关部门始终不

遗余力，进一步推动“保健”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保健食品仍是

直销行业监管重点

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发

布的消息显示， 为进一步强化保健食

品质量安全监管，贯彻落实《食品安全

法》 关于保健食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的要求， 促进保健食品质量安全

提升， 该省与北京市、 广东省等8省

（市）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确定为保健

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试点地区，并

逐步在全国推广。

据悉， 此次试点的设立将健全保

健食品生产企业档案， 探索建立生产

企业体系检查员管理制度和检查员

库， 探索建立体系检查的工作程序和

技术要点，强化体系检查结果后处置。

从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进一步提升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

平， 探索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

的具体程序、检查要点等，总结经验，

逐步在全国推广。

据了解， 直销作为保健食品的主

要销售模式， 目前涉及保健食品的直

销企业在所有直销企业中占比高达

82%，远远超过其他产品。 而据世界直

销协会联合会（WFDSA）近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直销市场。

记者注意到， 自2018年底的权健

事件爆发并催生了2019年初的“百日

行动” 以来， 直销保健食品就成为了

2019年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 虽然以

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的“百日行动”已

经收官， 但针对保健市场乱象的行政

监管态势并无任何松懈迹象。 正如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所

言：“我们提出是百日整治行动， 但是

这个整治工作不会局限于百日， 必须

长期进行。 ”

此外，今年5月20日发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的意见》中就强调，要“加强保

健食品等特殊食品监管”、“保健食品

生产经营者要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加强全面质量管理，规范生产行

为，确保产品功能声称真实。”随后，广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省2018年保

健食品监督抽检信息和核查处置情况

的通告》， 涉及2193批次保健食品，其

中不合格产品16批次。可见，加强市场

监管将是未来我国保健食品市场监管

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此次确定保健食

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试点地区正是加

强市场监管的具体行动。

监管部门对直销行业整治力度不减

据记者了解，“百日行动” 后相

关部门对于直销行业仍保持着高压

的监管力度， 对于直销痛点及时发

力予以纠偏， 改善因此前监管薄弱

导致的各种问题丛生现象。

针对“保健”市场乱象治理，3月

2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市

场监管总局征求调整保健食品保健

功能意见的公告》提出，涉及调整、

取消和进一步论证的功能共计45

项， 其中27项为现有审评审批范围

内的产品。 这就意味着，几乎全部的

保健食品都将涉及功能表述调整甚

至取消，没有例外。 对此，业内人士

表示，一旦功能被取消，相应的该功

能保健食品就需要立即停产， 这对

目前涉及保健食品的直销企业以及

市场上大量老牌产品而言， 绝对不

容乐观。

此外，商务部还于近日出台了

《关于发布直销备案产品、 直销培

训员和直销员复核登记结果的公

告》， 向社会依法披露直销备案产

品、直销培训员和直销员复核登记

信息。 根据该报告，此次完成复核

登记的共有89家直销企业，直销备

案产品复核前（2018年12月底）数

量4304种， 复核后减少1917种，减

少44.5%； 直销培训员复核前数量

2935人， 复核后减少478人， 减少

16.3%；直销员复核前数量391.8万

人， 复核后减少 65.1万人 ， 减少

16.6%。 而之前备受舆论关注的权

健、河北华林涉嫌传销犯罪且未按

程序进行复核登记。 权健、华林已

被相关部门从直销企业名单中剔

除。

商务部同时表示， 此次复核大

幅度减少直销备案产品、 直销培训

员和直销员， 是商务部贯彻落实13

部门《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

日行动方案》 并对直销行业开展的

清理整顿措施， 从而解决一些直销

企业直销产品、 直销培训员备案信

息与实际不符， 披露招募直销员信

息不规范，导致消费者真假难辨、监

管部门难以监督等突出问题。

在相关业内人士看来， 此次行

动更多的是一种对“垃圾”产品的清

理，即使减少了近一半的产品种类，

对于直销行业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

的影响， 但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对于

直销行业监管整治的力度和决心。

当然，也正如商务部所言，依法开展

复核登记并披露相关信息将有效净

化直销市场环境， 有利于压缩不法

企业违规“打擦边球”空间，倒逼企

业强化主体责任、 规范从业人员管

理、诚信守法经营，促进直销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为政府

监管提供准确信息，降低监管成本，

提升监管效能。 并方便消费者查询

了解真实信息和社会各方面监督，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排汗面料

或成睡衣新趋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父母给

孩子买睡衣，一般会首选纯棉。可纯棉真

的适合做睡衣吗？近日，睡衣品牌喜眠举

办“打破纯棉认知误区”发布会，喜眠创

始人贾千生提出， 纯棉的纤维结构呈鱼

鳞片形状， 遇水膨胀会阻碍汗液蒸发排

出，所以纯棉具有“吸汗不排汗”的面料

属性，“纯棉是天然纤维， 有良好的吸湿

性，吸汗快。 可吸湿跟排湿是两码事。 纯

棉吸湿性能强，相对的排湿能力就会弱。

而不排汗的服装很容易让孩子着凉。 ”

为此， 喜眠联合美国杜邦在 Cool－

max 面料的基础上， 研发出比纯棉干燥

速度快 5 倍的“蓝魔纺”。据悉，该款面料

柔软亲肤，更适合宝宝穿着，喜眠也通过

该款面料成为“排汗睡衣”的开创者。 相

比纯棉睡衣，“排汗睡衣” 可有效排出孩

子们日常产生的大量汗液， 从而解决孩

子因穿纯棉睡衣出汗排不出、 捂汗黏身

等烦恼。发布会当天，喜眠正式宣布品牌

改名为“小蓝象”。

CHALI茶里联合一尚门

推“尚味茶觉”战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昨日，

CHALI茶里X一尚门战略合作发布会暨

新品品鉴会在广州K11一尚门旗舰店举

行。一尚门创始人余泽平、CHALI茶里创

始人CEO谭琼出席了活动，并现场对“尚

味茶觉”战略合作进行了解读和分享。

谭琼指出，“美好生活不是某种纯物

质或纯精神的生活方式， 而是某个阶段

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本次“尚味茶

觉”的跨界合作，就是一尚门和CHALI茶

里对“时尚美好”生活方式的理念融合。

NARS首家广州专卖店

“现身”天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

继

2017 年进驻中国市场以来，资生堂旗下

的高端彩妆品牌 NARS 首家广州专卖

门店，日前“现身”天环广场。

据了解， 该门店与国内其他专卖店

一样，由品牌创始人兼创意总监 Fran ois

Nars 亲自参与设计， 联合纽约设计公司

共同打造。记者观察到，该门店以白色作

为柜台底色，配以全进口灯光照明设备，

重点展示 NARS 四款明星产品：NARS

持色雾感哑光唇彩液 、NARS 腮红 、

NARS 亮采柔滑遮瑕膏和 NARS 流光

美肌轻透蜜粉饼。

NARS 旗下有 600 多款系列产品，

包括彩妆产品、粉底类产品、皮肤护理类

产品和美妆工具， 销售范围遍布全球各

地。 据品牌方介绍，作为 NARS 在广州

市的首家概念店 ， 天环广场店将把

NARS 起源于纽约的时尚美妆潮流传递

到珠三角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