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消協消費提示：識別“坑老陷阱”，守護消費安全 

13-10-2021    中國消費者協會 

 

國家統計局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佈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

2020 年我國人口總量為 14.12 億人（不含港澳臺，下同），60 歲及以上人口

為 2.64 億人，占比 18.70%。隨著我國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攀升，老齡化程

度的不斷加深，老齡產業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並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

引擎之一。但一些不法經營者利用老年人資訊閉塞、需要陪伴、渴望健康、

認知較弱等特點，炒作概念，虛假宣傳，設置陷阱，騙取老年人錢財，老年

消費侵權問題時有發生。 

  值此重陽節來臨之際，為幫助老年消費者提高風險防範意識和自我保護

能力，中國消費者協會提示：  

  購藥要選正規管道，保健食品認准藍帽。 

  警惕低價旅遊陷阱，小心投資理財圈套。 

  遠離非法會議行銷，防範各種電信詐騙。 

  消費之前做足功課，遇到糾紛理性維權。 

 

  （一）要從正規管道購買藥品，警惕醫療效果顯著的食品及“神醫”“神藥”

等虛假廣告 

  藥品是指用於預防、治療、診斷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調節人的生理機能

並規定有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質，包括中藥、化學藥和生

物製品等。當前，一些不良經營者通過包裝成“神醫”“神藥”等方式推銷假冒

偽劣藥品，忽悠老年人購買，非法謀取暴利。對此，中國消費者協會提醒老

年消費者： 

  一要通過醫院、藥店等正規管道購買藥品，並仔細檢查藥品的批准文號。

除未實施審批管理的中藥材和中藥飲片外，在中國境內上市的藥品，都應當

經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取得藥品註冊證書、獲得批准文號方能上

市，以保證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品質可控性。消費者應儘量選擇醫院、

診所、藥店等持有《藥品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的正規場所（含電商

平臺）購買藥品，仔細檢查藥品的批准文號（國藥准字型大小）、有效期限

等，消費者可在國家藥監局網站進行查詢、核實。消費者千萬不要購買沒有



批准文號或者在國家藥監局網站查詢不到國藥准字型大小資訊的藥品，以免

受到假藥的侵害。 

  2021 年 5 月，浙江省溫州市市場監管局公佈了近期在全市範圍內開展民

生領域案件“鐵拳”行動典型案例，其中一則為“龍灣區市場監管局查處楊某彬

涉嫌生產銷售假藥案”。2021 年 2 月 25 日，龍灣區市場監管局永興所執法人

員根據舉報線索依法對楊某彬的住所進行檢查，發現“新版痛風特效藥”8 瓶，

外包裝標注“功能主治：急、慢性痛風、此藥具有祛風除濕、散寒止痛之功

效……”等字樣，符合藥品的定義，但該產品並未取得藥品批准檔。上述藥品

經溫州市食品藥品檢驗科學研究院檢測，檢出地塞米松藥物成分。當事人楊

某彬銷售上述假藥的行為涉嫌違反《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的規定，構成銷

售假藥罪。目前，該案已移送溫州市公安局龍灣分局依法查處。  

  二要警惕醫療效果顯著的食品，這些食品很可能非法添加藥品，對健康

有害。食品不是藥品，不具備治療疾病的效果。對於一些宣稱能治療疾病的

“食品”，要麼是虛假宣傳，要麼很可能是非法添加了藥品。長期食用這類“食

品”會對消費者身體帶來非常大的健康隱患。  

  市場監管總局 8 月 24 日公佈的第四批 2021 民生領域案件查辦“鐵拳”行

動典型案例中，有一例“河南省濟源市市場監管局查處黃某等人銷售非法添加

藥品食品案”。2021 年 7 月 5 日，濟源市市場監管局接到消費者投訴舉報，

稱其在黃某處購買的花粉山藥壓片糖果，服用後降血糖效果非常好，但同時

出現一系列不良反應。經檢驗，產品中檢出格列本脲。格列本脲是一種降糖

效果明顯的處方西藥。由於副作用比較明顯，長期大量服用會造成低血糖和

腎病，甚至引發死亡，因此該藥只有特定人群才可使用，而且需要在醫生指

導下服用。當事人的行為涉嫌違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條“生產經營的食

品中不得添加藥品”的規定，並涉嫌違反《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構

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目前，該案已移送公安機關。  

  三要當心網上有關“神醫”“神藥”等虛假廣告，別為了追求健康反而丟了

健康。一些不法經營者為了獲取經濟利益，發佈涉及中醫藥的虛假違法廣告，

通過虛假或者誇大療效，誘導消費者購買和使用。這種行為不僅影響中醫藥

事業的健康有序發展，也對廣大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帶來不利影響。  

  市場監管總局 9 月 29 日公佈的第五批 2021 民生領域案件查辦“鐵拳”行

動典型案例中，有一例“甘肅省蘭州市七裡河區市場監管局依法查處甘肅卓遠

堂互聯網醫院有限公司發佈虛假廣告案”。2021 年 3 月 17 日，七裡河區市場

監管局根據舉報線索，對甘肅卓遠堂互聯網醫院有限公司美林郡中醫診所進

行現場檢查，發現大量的《產品介紹—甯耳組方》《產品介紹—活肺組方》

產品廣告宣傳資料，該資料中印有“古方古法采藥炮製”等字樣。經查,該公司

在“中華網”健康欄目中發佈的“蘭州卓遠堂中醫館--線上診療先驅”一文中宣



傳“年就診量十萬餘”；在“蘭州熱線”資訊欄目發佈的“蘭州首家開通線上問診

互聯網醫院--卓遠堂中醫院”一文中宣傳“特約全國中醫藥院士、國醫大師以

及省內外優秀中醫專家坐診”等內容。同時，該公司客服人員以網路諮詢方式

向患者宣傳“保證永不復發；我們使用的是 200 多年的秘方調理”“平均治癒率

在 95%以上”“保證永不復發；有著十幾萬的康復案例”等內容。該公司的廣告

宣傳與事實不符，嚴重誤導社會公眾。當事人上述行為違反了《廣告法》第

十六條、第二十八條有關規定，屬於發佈虛假廣告的違法行為。七裡河區市

場監管局依法對當事人作出罰款 80 萬元的行政處罰。 

 

  （二）保健食品不能治病，選對用對才能有助健康  

  保健食品是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補充維生素、礦物質為目的的食

品。即適宜於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治療疾病為目的，並

且對人體不產生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老年人在購買保健

食品時有三點需要注意。 

  一要結合自己身體狀況來選擇。每種保健食品都有它的適宜人群或者不

適宜人群，老年消費者首先要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和實際需求，建議在購買

保健食品前，最好到正規醫院進行體檢，聽從醫生的建議。然後結合保健食

品聲稱的功能、適宜人群等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目前，我國批准的保健食

品分為兩類。一類是僅限於補充維生素和礦物質的營養素補充劑。另一類是

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保健功能分為 27 項，包括增強免疫力、改

善睡眠、緩解體力疲勞、提高缺氧耐受力、對輻射危害有輔助保護功能、增

加骨密度、對化學性肝損傷的輔助保護功能、緩解視疲勞、祛痤瘡、祛黃褐

斑、改善皮膚水份、改善皮膚油份、減肥、輔助降血糖、改善生長發育、抗

氧化、改善營養性貧血、輔助改善記憶、調節腸道菌群、促進排鉛、促進消

化、清咽、對胃黏膜損傷有輔助保護功能、促進泌乳、通便、輔助降血壓、

輔助降血脂。超出上述功能的保健食品宣傳均為虛假宣傳。一般情況下，每

種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不超過 2 種，那些包治百病、無所不能的保健食品是

不存在的。 

  二要認准“藍帽子”（保健食品標誌）並仔細核對保健食品批准文號。保

健食品市場魚龍混雜，消費者稍有不慎，就會買到一些包裝與保健食品十分

相似的普通食品或者假冒偽劣保健食品。因此，消費者在購買保健食品時，

應儘量選擇超市、藥店、專賣店等場所或者信譽較好的電商處購買保健食品，

注意查看商家是否取得了《食品經營許可證》，其經營範圍是否含有保健食

品銷售，並檢查產品包裝上是否有“藍帽子”保健食品專屬標誌及批准文號。

沒有“藍帽子”的不是保健食品，產品批准文號的真偽及具體註冊或者備案資



訊 ， 可 在 國 家 市 場 監 督 管 理 總 局 網 站 特 殊 食 品 資 訊 查 詢 平 臺

（http://tsspxx.gsxt.gov.cn/gcbjp/tsspindex.xhtml）查詢。 

  三要注意區分保健食品與其他食品及藥品的區別，按標籤、說明書的要

求食用。保健食品不同於其他食品，也不同於藥品，對此要嚴格加以區分。

保健食品不含全面的營養素，不能替代其他食品和日常飲食，老年消費者在

食用保健食品期間，要堅持均衡飲食；保健食品沒有疾病治療或預防作用，

不能代替藥物治療疾病。保健食品一般需要較長時期的食用才能達到保健的

目的，不可期望所謂“療效”“速效”，切勿聽信將保健食品吹噓為靈丹妙藥或

片面誇大藥品毒副作用的虛假宣傳。消費者身體不適要及時去正規醫院治療，

不可完全依賴於保健食品，以免貽誤病情。此外，保健食品並非吃的越多就

越健康，一定要按照標籤、說明書中要求的劑量和次數來服用。在食用營養

素補充劑類保健食品時，還要注意不要與同類營養素補充劑同時食用，以免

補充過量。 

 

  （三）低價旅遊看似天上掉“餡餅”，實為精心布好的購物“陷阱” 

  一些黑心旅行社以“團購價”“零團費”“免費遊”“旅遊補貼”等噱頭吸引旅

遊者上門，但為降低經營成本，可能會在行程路線、交通工具、餐飲住宿等

方面大打折扣，並在旅途中安排各種購物環節，或是在簽訂合同時將最精彩、

需要付費的景點排除在低價團費之外變相加價。這些行為嚴重影響老年消費

者的出行體驗，容易產生消費糾紛。因此，老年消費者在選擇旅行社和旅遊

產品時不能單純以價格為導向，要多關注旅行社的口碑以及旅遊產品的品質，

同時考慮自身身體狀況和承受能力等因素，並與旅行社簽訂旅遊合同，詳細

閱讀合同條款，瞭解旅遊行程安排及雙方的違約責任，特別要注意合同中是

否有針對老年消費者的特別條款。如果發現旅行社的合同有存在向老年人收

取年齡“附加費”、收取高額保證金等明顯不合理之處，一定要提前與旅行社

協商解決，切不可盲目簽約。此外，老年消費者在出行時，還應隨身攜帶一

些常備藥品，防患於未然。  

  如，2021 年 4 月 22 日，文化和旅遊部旅遊質監所發佈了“不合理低價遊”

十大投訴典型案例。其中第一個案例就是以“比賽獎勵”為名贈送旅遊案。遊

客周某投訴，湖北宜昌某旅行社以獎勵“中老年健身舞比賽”優勝成員為名，

組織周某一行 5 人“零團費”港澳六日遊。行程中，導遊存在誘導購物行為，

所購商品明顯質價不符，周某一行 5 人共計消費 9 萬餘元。經宜昌市文化和

旅遊市場綜合執法支隊調查，該旅行社以獎勵“某中老年健身舞比賽”優勝成

員為名，共組織 197 名中老年人赴港澳旅遊。其中，55 歲以下的中老年人每

人團費 0 元，55 歲以上的老年人每人團費 380 元，且該社未向地接社支付團

http://tsspxx.gsxt.gov.cn/gcbjp/tsspindex.xhtml


款費用，地接社需通過帶領遊客購物獲取收益。經調解，該旅行社同意為遊

客辦理退貨手續，並先行墊付退貨款 9 萬餘元。 

 

  （四）投資理財不是投機發財，小心中“套”血本無歸 

  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人們生活水準的逐步提高，經濟收入的不斷增加，

我國老年人一般都會存有一些積蓄。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掌握的理財

知識和資訊不充分等特點，打著各種專案的旗號，以“高額回報”為誘惑，布

下了層出不窮的詐騙“套路”。很多老年人禁不住誘惑中了圈套，造成嚴重的

財產損失。對此，建議老年消費者一要主動學習投資理財知識，明確投資理

財不同於銀行儲蓄存款，各種理財產品均存在一定的風險。並積極與子女溝

通，有不懂的可向子女請教，重視聽取他們的意見。二要去銀行、保險公司

等正規金融機構購買理財產品。仔細閱讀理財產品說明書或者理財合同，瞭

解理財產品的類型、風險等級、是否保本、預期收益率、投資方向或掛鈎標

的、流動性安排等詳細情況。三要按照要求進行風險承受能力測評，結合測

評結果挑選適合自己的理財產品，注意適度投資、分散風險，既不要“押上全

部家當”，也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四要警惕高息理財專案，

遠離非法集資。要禁得住“高息”理財專案的誘惑，不輕信商家任何“低門檻、

高回報”的宣傳，不購買通過理財群、旅遊、講座、電話或者上門推銷的理財

產品，不購買資金去向不明、投資業務不清、先交錢再找專案的理財產品，

防止血本無歸。 

  如，近期，北京、廣東、河南等多地出現了借“以房養老”概念進行非法

集資或者轉移老年人房產的案件，受害者損失慘重。“以房養老”理財騙局的

基本套路是，忽悠老人將房子抵押貸款，然後將貸到的款項投資於號稱每月

可得 10%-15%的高息“理財項目”，老人將房產處置權交給理財公司。最初每

月老人能收到相應的回報，但沒過多久，不光收益和本金得不到歸還，連自

己的房子也被強制過戶，老人“錢房兩空”。有媒體做過不完全統計，僅北京

地區陷入涉房理財陷阱的房主就超 3000 人，且大都為老年人。 

 

  （五）不參加非法“會銷”，不相信商家“洗腦式”宣傳 

  當前，一些不法經營者假借國家“惠民工程”“政府補貼”“一帶一路”等光

鮮旗號，冒用境內外著名醫藥科研院所、基金會、行業協會等高大上名頭，

扮演神醫、專家、教授、研究員等各種頭銜，將其產品標榜為國內重大發明

或國際科技領先成果，忽悠老年人大量購買其產品。無論銷售的是藥品、保

健食品、保健品、普通食品還是其他產品，在經營者口中都變成了能治療疾

病，對健康有益的“神藥”或者“神器”。通過強調老年人易得疾病、誇大產品



療效、反複介紹“成功”案例，有的甚至還將廣告編成了朗朗上口的歌曲和口

號，對參會老年人進行“洗腦式”宣傳。實際上，這些經營者往往沒有相應的

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等資質，其產品也沒有宣傳中的神奇功效。老年消費

者務必擦亮雙眼，遠離打著養生講座、專家訪談、有獎聽課、“專家”坐診、

免費體檢、傾情體驗、免費旅遊等旗號，採取家訪送禮、親情拉攏、會員優

惠、雇托銷售、饑餓行銷等各種方式推銷產品的非法“會銷”活動，不相信商

家“洗腦式”宣傳，切勿貪小失大。 

  如，2021 年 1 月，浙江省寧波市象山縣市場監管局依法對某會銷現場進

行檢查，現場聚集約 200 名中老年人。某家紡有限公司工作人員正在宣講其

公司產品，內容涉嫌虛假宣傳。經查明，當事人以舉辦 28 周年慶典活動為

由，通過免費領取雞蛋和禮品等方式吸引眾多中老年消費者聆聽講座，並在

講座現場虛假宣傳其蠶沙枕內含 37 味純中草藥、抗菌被具有殺菌消炎的作

用、黑金功能被材質為產自中非的黑鑽石，能放射能量波，提高免疫功能。

據調查，蠶沙枕的填充物僅為蠶沙和聚酯纖維，黑金功能被的填充物為黑金

纖維棉，抗菌被的作用也系其自行編造。象山縣市場監管局依法對當事人作

出停止違法行為並處罰款 20 萬元的行政處罰。 

 

  （六）電信詐騙手段層出不窮，務必看護好你的“錢袋子” 

  近年來，電信詐騙呈高發態勢，而老年人由於識騙防詐和抗風險能力都

較弱，成為電信詐騙的主要受害群體之一。電信詐騙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冒

充“老朋友”以各種理由借錢或者冒充醫務人員稱其子女住院亟需交錢才能動

手術；虛假中獎或者扶貧詐騙，老年人想要領取獎金或者扶貧補助需要先繳

納一筆費用，如保證金、郵資、手續費或者個人所得稅等；冒充銀行或者公

安局、檢察院、法院工作人員的電話,以信用卡被透支或被冒用、涉嫌巨額詐

騙、涉嫌洗黑錢等理由要求將資金轉到所謂的“安全帳戶”，一旦資金匯入,相

關人員便徹底失聯；相親交友詐騙，不法分子利用老年朋友獨居寂寞、求伴

心切等心理特徵，在互聯網社交平臺上刊登交友資訊，誘騙老年人加其好友，

之後會以種種理由借錢，借到錢之後就銷聲匿跡等。有的騙子不僅能準確說

出老年人或者其子女的個人資訊，還能偽造“紅頭文件”，來獲取老年人的信

任，使老年人放鬆警惕；有的騙子會製造一種緊急的氛圍，迫使老年人來不

及思考就匆忙打錢，等老年人回過神來為時已晚。對此，中國消費者協會提

醒老年消費者對於涉及金錢的事，一定要理性分析、多方核驗，不要草率做

決定，不向陌生人轉帳匯款，不將銀行卡號、密碼、驗證碼等資訊告知陌生

人，更不要貿然按照對方的指示進行操作，務必看護好你的“錢袋子”。中國

消費者協會建議使用智慧手機的老年消費者安裝公安部門推出的國家反詐



中心 APP，該 APP 集反詐知識、典型案例、詐騙預警、舉報線索、報案助手

等功能于一體，能為老年消費者防範電信詐騙提供多一層保障。  

  如，2020 年 12 月 1 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佈了 10 例電信網路詐騙

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例為“被告人陳昌祥、陳昌有虛構解凍民族資產、發放

扶貧款詐騙案”。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被告人陳昌祥單獨或夥同被告

人陳昌有，冒充國家扶貧辦、財政部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自稱“國際梅花

協會”等組織工作人員，採取撥打電話、發送電子郵件等方式，謊稱發放扶貧

款、民族資產解凍資金，騙取被害人的信任。待被害人有意向參與後，即謊

稱發放資金需達到一定人員規模，要求有意向領取資金的人員組成團隊，以

辦證費、轉帳費等名義騙取費用，共騙得 61 萬餘元。本案是專門針對老年人

實施的電信網路詐騙犯罪，被害人均是 70 歲左右的老人，年齡最大的已 81

歲。 

 

  中國消費者協會提醒廣大老年人，在消費之前，一定要主動去瞭解產品

或者服務的有關知識，“心裡有數”之後再作出購買決策，做到不輕率，不跟

風，不盲目，不任性。在消費過程中，還應注意留存發票、收據等消費憑證。

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可以直接與經營者協商，提出合法訴求。消費者與

經營者難以達成一致的，可撥打 12315 或 12345 熱線電話進行投訴舉報，也

可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或者請求消協組織進行調解。  

  同時，中國消費者協會也提醒廣大青年人，要多瞭解父母的消費需求、

消費心理，多為老年人提供一些科學的消費建議和生活上的悉心照顧，常回

家看看，多一些陪伴，讓老年人消費的更放心，生活的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