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曝光的并不是孤例。 近日， 江苏镇

江警方对外发布消息称， 破获一起跨越多个

省区市销售有毒有害减肥药 （添加违禁成分

“西布曲明”） 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 13 人，

扣押有毒有害减肥产品 2000 余袋， 药片 3 万

余粒， 涉案金额达 50万元。

2020 年 8 月 16 日， 家住镇江市区的张女

士微信朋友圈结识了一位“减肥专家”。 聊天

中， “减肥专家” 推荐了一款不锻炼、 不节

食， 一个月瘦 15斤的“小糖片”， 追求纤细美

丽身材的张女士以 350元的价格购买一款试用

装。 几天后， 收到一小袋像糖果的小药片，

外包装上没有任何中文说明， 很像三无产品。

感觉不妥的张女士在朋友圈搜索， 看到

同样购买过该药品的刘女士在控诉———不但

体重没有降下来， 身体还出现多处不适， 甚

至有一次称量体重时发生晕厥。 2020 年 8 月

20 日， 张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报警， 怀疑微

信朋友圈销售的减肥药存在质量问题。

看到这袋貌似“小糖片” 的红色药丸，

民警将这些药品送到相关部门鉴定， 同时展

开走访调查， 发现已有多人购买并服用类似

的“小糖片”。 检测结果显示含有国家明令禁

止添加的“西布曲明” 成分。

接报后， 四牌楼派出所迅速立案侦查。

2020 年 12 月 17 日晚， 民警将嫌疑人钱某带

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2020 年 5 月底， 我在

网上无意中看到进货商‘桃子’， 她长期提供

一些减肥药。 药品没有具体名称， 按照颜色

和形状来区分。 下家只需要告诉我形状颜色，

就能收到那种颜色的减肥药。” 面对公安机关

的审讯， 嫌疑人钱某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

并供出自己的“上线”。 根据相关线索， 警方

顺藤摸瓜牵出一条伪劣药品的制售利益链条，

涉及山东、 江苏、 河北、 北京、 广西、 新疆

等十余个省区市。

截至目前， 围绕这条利益链条， 警方已

抓获涉案嫌疑人 13 名， 他们分别交代了明知

药品中含有“西布曲明” 成分而依然售卖的事

实， 从中获利数十万元。

在网上搜索“西布曲明”， 会发现各地执

法部门对含有该物质减肥食品的查处信息。 最

高人民检察院、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不

久前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披露： 韩某某、 洪

某某在减肥咖啡中掺入国家禁止添加的西布曲

明并在网上大规模销售， 销售金额达 800 余万

元。 自 2018 年至案发， 该团伙已销售含有西

布曲明成分的减肥咖啡百万余件。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诺卡” “强金” 等

关键词， 均没有找到相关产品。 其中， 在央视

曝光中被提及的闲鱼平台， 搜索“减肥” “减

肥食品” 等关键词， 结果均为各种运动器械。

在朋友圈一些销售减肥食品的店家中， 这

两款产品也成了禁忌词汇， 涉及产品在朋友圈

已经不见踪影。 而在记者的暗访中， 一些销售

减肥食品的微商则频频与西布曲明切割 。

“你想要有西布曲明的那种成分？ 我们可没

有。” 在一销售海外购减肥食品的微商处， 在

面对记者对其所有商品材料的质疑时， 对方如

是说。

事实上， 不仅在我国， 西布曲明早已上了

多个国家的“黑名单”。 据公开资料显示，

1997 年西布曲明在美获批上市， 曾是制作减

肥药的重要原料， 但在欧洲国家有人因食用此

类减肥产品而出现肝脏损害， 甚至丧命的情

况。 2009 年， 研究结果显示， 西布曲明可增

加心血管的风险， 包括非致死性心梗、 非致死

性卒中、 可复苏的心脏骤停、 心血管死亡等。

早在 2010 年 10 月 30 日，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

宣布国内停止生产、 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制剂

和原料药， 撤销其批准证明文件， 并责成已上

市销售的药品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销毁。

不过， 记者也发现， 在一些化工类网站

上， 仍有企业销售作为原料的西布曲明。

目前， 电商和微商处销售的减肥食品

就可以放心食用吗？ 记者在淘宝平台搜索

“减肥食品” 关键词， 在首页弹出的商品

中， 除了一些表明成分的保健食品以及宣

称有减肥效果的“压片糖果” “酵素”

“咖啡” 以外， 还有一类在商品介绍上“语

焉不详” 的减肥食品。

记者随机点开其中一家淘宝店铺。 与

普通销售减肥类食品的店铺不同， 在这家

店铺的介绍中没有任何产品的介绍， 图片

中就是各种颜色不同的胶囊药丸以及“饱

腹只需一粒” 的字样， 购买说明中也仅有

不同颜色药丸对应的服用数量等内容。 涉

及产品外包装的， 仅有三个不同颜色、 标

签向内的瓶子。

在另外一家淘宝店内， 除了药丸的颜

色从上一家的粉红换成了绿色外， 唯一能

显示该产品信息的外包装也被卖家涂抹掉

了信息。

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这到底是

什么产品时， 在第一家得到的是客服“已

读不回”。 而第二家则表示“‘老药罐’ 的

话， 懂的都懂”， 但是继续追问则不再回复

了。

记者也发现， 在部分电商平台上， 还

有一些虽有保健品批号却说不清身份的减

肥食品。 比如一款名为“俏俏胶囊” 的产

品， 在不同店家被冠以了不同的包装， 拥

有不同的品牌， 却均称自己是有批号的保

健品。 记者通过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发

现， “千彩堂牌俏俏胶囊” 确实拥有保健

食品批文， 但是在电商平台上， “千彩堂

牌俏俏胶囊” 却不是“千彩堂” 这一品牌

的产品， 而是商品全名为“千彩堂牌俏俏

胶囊” 的商品， 其在电商平台上还有多个

“品牌”： 包括与申请注册该保健品企业有

关联的企业推出的“维多莱” “京都安顺

堂” 等品牌， 还有几乎难以找到企业间有

关联的“沧浮蕊” “涵硕” 等品牌。 当记

者问及后者的保健品注册号时， 相关客服

则表示， 商品外包装上有， 但是他们没有

实物， 所以无法帮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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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减肥食品爆雷

“成分不明”可疑产品仍有售
减肥， 是大家生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为了追求穿衣有型， 不少人更是费尽心思。 记者发现， 在部分网购平台上有一些网红瘦身的产品， 号称不运动不节食就可以

一天瘦一斤。 然而， 这么神奇的减肥产品真的安全吗？

日前， 上海浦东警方侦破一起生产、 销售添加违禁成分 （西布曲明） 减肥类食品案件， 而此事也引发了大众对减肥食品安全性的担忧。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 “成分不

明” 甚至连商品名称都没有显示的减肥食品仍在电商平台销售。 而科普人士则表示， 想要减肥靠吃药 “不靠谱”， 还是要注意生活方式。

据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警民直通车”消

息，2021 年 3 月 11 日，浦东警方成功侦破一起

生产、销售添加违禁成分（西布曲明）减肥类食

品案件，抓获生产人员 26 岁女子曾某某，以及

销售人员 26 岁女子周某某、30 岁女子郭某某

等 32 名犯罪嫌疑人， 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事实上，在此之前，央视就曝光了两款网红

减肥产品。

据此前媒体报道，有记者在闲鱼 App 上发

现，有很多网红减肥产品热销，其中两款名为

“强金”和“诺卡”的减肥产品受到很多消费者的

青睐。

有卖家声称“诺卡”没有副作用，一个疗程

10颗，可瘦 8到 20斤不反弹。

消费者刘女士被“可以不忌口，没有任何副

作用”这一说法打动，她前后通过闲鱼购买了两

千多块钱的“诺卡”减肥产品，并按照商家的指

导服用，虽然吃了没几天体重确实减轻了，但身

体却出现了恶心、失眠等情况。

购买“强金”减肥产品的童先生也有类似的

遭遇。 之前，童先生的妻子出现产后肥胖，试过

很多种减肥方法效果都不理想。 童先生购买

“强金”产品后，按照卖家的提示，给妻子服用了

该减肥产品，可之后妻子却出现了厌食、失眠、

便秘等不适症状。

两款网红减肥产品，宣传的减肥效果惊人，

可是消费者服用之后却出现了副作用， 那么这

些减肥产品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两名

消费者将购买的两款减肥产品送到了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检测结果显示，刘女士购买的减肥产品“诺

卡”每千克含有西布曲明 31185.8 毫克，童先生

购买的减肥产品“强金”中，西布曲明的含量高

达 17.8%。

医生表示， 这些产品带来的副作用包括口

干、便秘，当然还可以引起血压升高，严重的话

还会导致肝功能受损。

据了解，我国在 2010年就已经宣布停止国

内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但

仍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利益， 在减肥类产品中

非法添加。由于联系不到闲鱼卖家，消费者把问

题反映给了闲鱼客服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

并不能保证对减肥产品的质量审核。

对此， 律师认为， 店家有可能涉及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41 条， 生产销售假药

罪， 还有可能涉嫌我国刑法 144 条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 平台有基本的审查义务， 首先

产品的来源， 正规合法性， 其次， 产品成分是

不是涉及到国家禁止使用的成分， 如果没有做

到基本的审核义务， 在民事诉讼中， 应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网红减肥食品添加违禁成分

科普公众号 “果壳” 曾经发布文

章称， 减肥药中的违禁成分并不只是

西布曲明一种， 一些导致腹泻、 刺激

神经、 抑制食欲的成分， 甚至消费者

闻之色变的 “瘦肉精” 都曾经被发现

违法添加进一些减肥食品中。 而一些

通过了国家审批、 以作为减肥药在市

场上销售的药品， 如奥利司他等， 也

没有大众想象的那样能让人 “躺瘦”。

同时， 这些药还有一些影响肠道且不

能忽视的副作用。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曾表示，对于一些疾

病导致的肥胖，药物和手术治疗都是有

效的，但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而不是自己乱买非法添加的药物减

肥，这样有非常大的健康隐患。

知名营养师顾中一表示， 减肥的

关键还是得注意生活方式 ， 管住嘴 、

迈开腿。 总体来说， 还是得将运动和

饮食控制结合， 不能指望不运动就能

瘦下来。 锻炼除了消耗热量以外， 还

可以减轻压力， 改善胰岛素水平， 减

少皮质醇的存在。 皮质醇是一种增加

腹部脂肪囤积的激素， 减少了皮质醇

对减少腹部脂肪也是有帮助的。

（综合整理自北京青年报、 央视

新闻、 央视财经）

电商平台和微商搜索不到曝光产品

电商平台上仍有语焉不详的减肥“保健品”

违禁成分不止西布曲明 控制体重须尊重科学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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