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青神县第二期“阳光
问廉”，曝光了该县保健品的销
售乱象：一款名为胶原蛋白肽的

保健品每盒售价高达660元，现场销售却
异常火爆，白发苍苍的老人不惜花费数万
元购买这种“包治百病的神药”。

青神县食药监局副局长王艳刚，拆开
一盒看了几遍：“这就是普通食品，属于饮
料，没什么疗效，更不可能包治百病。”青
神县工商质监局局长陈骏证实：全县有
14家商户，通过办健康讲座的形式，售卖
保健品，“6家办了证，其余没办。”

10月下旬，青神县将举办第三期《阳
光问廉》：前一次被问廉的“疯狂的保健品
销售”是否整改完毕，进度和成效如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进行了采访。

专项整治2个月
治理会销乱象

青神县第二期“阳光问廉”播出后
第一天，青神县成立了联合整治专项

小组，50人分9辆车，突击检查了青神
县14家涉及虚假宣传和销售的保健
品店。

“现场驱散了200多人，暂扣了他
们用来宣传的3台电脑主机、药酒、扣
了69个‘玉石’座垫。”陈骏回忆，他和
王艳刚第二天逐个约谈了11名保健食
品会议销售点的负责人。“就谈两个问
题，是不是依法合规，有没有进行过虚
假宣传。”

从五月底开始，由各单位抽调人
员组成的联合治理小组，每天都轮流
守在保健食品会议销售点门口。

“重点查有没有资质，宣传材料是
不是夸大了功效。”青神县工商质监局
经济稽查大队队长申林证实：目前，青
神县的14家会销场所关门2个月停业
整改，1家已经拆除了会场。“现在君怡
健康生活馆已经彻底不做会议营销
了，百岁堂商贸公司正在转租，青娜健

康中心转行干了足浴。”
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青神县红

瑞加健康服务公司6家门店均未开门
营业。青神县食药监局证实：红瑞加
南门店暂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同
样在青神经营保健品销售业务的三九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变更法人和店
名，目前暂未取得经营手续。

政府商家“斗智斗勇”
会销亟待规范

多年与会销商家“斗智斗勇”，申
林颇有心得：目的是要让他们回到守
法经营上来。“就眉山来说，青神县在
会销治理方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关门整改的店达到什么条件才能
重新开业，青神县食药监局要求：提供
经营许可证，证明经营主体合法；提供
产品合格证和近期的产品检验报告，
证明所售产品合法且合格。

“商家还必须提供保健品宣传要
使用的文字、图片、视频。”陈骏表示，
目前，法律并未规定会议销售是违法
的，但如果虚假、夸大宣传药效，且价
格虚高，食药监督作为主体单位，绝不
允许。

堵住源头是治标，让老人建立辨别
真假保健品的意识才是治本。在畅通投
诉渠道的同时，有一段时间，青神县食药
监局每天都组织人员上街发传单，内容
是“如何辨别保健品十大销售伎俩。”

“下一步将加大巡查及执纪审查
力度，如果有公务人员参与保健品虚
假宣传销售，抓住一件严办一件。”青
神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梁
昌秋表示:“我们责成主管部门向群众
公布非法会销线索举报电话，畅通举
报渠道，严厉打击夸大食品和保健食
品功效骗取老百姓血汗钱的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牛建平

彭州市纪委：
互动式警示教育向镇村延伸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9 月 30
日，彭州市纪委开展了互动式警示教育专
题课现场教学培训，各镇纪委书记、副书
记，市纪委派驻机构筹备组组长及筹备组
成员共80余人，参加培训。

“今天的现场培训，不仅是一次警示
教育，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现场培训熟练掌
握互动式警示教育具体流程和相关细节，
以便推动互动式警示教育向基层延伸，实
现教育对象全覆盖。”彭州市纪委常委葛
劲在培训会正式开始之前，对本次培训的
目的进行着重强调。

在随后的培训中，该市纪委监委党纪
法规辅导员围绕警示教育课的组织、警示
教育视频资料的选取、如何与党员干部有
效互动等内容，讲授了一堂标准化互动式
警示教育示范课。

互动式警示教育专题课采取课堂教
学+教育基地参观的教学模式，运用情景
教学、影像案例、互动讨论、参观体验等实
训手段，对全国性案例、地方典型案例和
基层身边案例，进行层层剖析，组织学员
结合案例及自身情况讨论辩论，让党员干
部在感知、互动、思考中自觉消除“看客”
心态，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做到以案醒人。

据悉，彭州市纪委作为成都市互动式
警示教育试点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创新
开展互动式、体验式、情景式警示教育，方
式新颖、成效明显。

下载封面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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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知冷暖

成都（15时）
AQI指数 40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内江、泸州、资阳、西
昌、巴中、遂宁、广元、雅安、眉山、乐山、
攀枝花、广安、南充、绵阳、自贡
良：宜宾、达州、德阳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4—104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
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1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0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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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18119期全国销
售212932980元。开奖号码：06、
09、11、16、35、02、05，一等奖基本5
注，单注奖金8385832元，追加1注，单
注奖金5031499元。二等奖基本56注，
单注奖金157655元，追加16注，单注奖
金94593元。三等奖基本810注，单注
奖金4221元，追加238注，单注奖金
2532元。6481977558.64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276期全国销售
14072728元。开奖号码：418。直
选全国中奖9192（四川900）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7489（四川
1422）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1814365.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276期全国销售
10225404元。开奖号码：41888。
一等奖63注，单注奖金10万元。
223861461.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
年12月1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成都买家称
花30万购一块石头
9月 8日上午，在一个半小

时的车程中，石忠林不断说着这
种石头种种令人咂舌的传闻：一
个本来放在门口垫脚的石头，转
手便以4万元的价格被买走，相
当于不少村民一年的收入。

车行至崇州李家岩水库附
近的河滩时，石忠林以400块钱
的价格，从采石者手里买下了一
块一斤左右的“五彩陨石”。他
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块石头在美
国能卖到4000美元。

在进入圈子前，石忠林做过
保险，经营过房地产，甚至还投
资过比特币。在去年和朋友的
交流中，他接触到了陨石领域。
他自称，“为了投资这行，准备了
500万元本金，如今已经花去近
400万元。”

在石忠林的办公室里摆放
着他这一年来搜集的“五彩陨

石”，展柜中一块重约8斤的石头
引起了记者注意。它不光块头
大，而且表面纹路斑驳复杂，石
忠林指着一处类似小虫的纹路
说，“这是化石，在陨石中最为奇
特。”据他说，花了30万元才将这
块石头买到手。虽然言语中已
经十分笃定收藏的石头就是陨
石，但是石忠林还是讲了一句

“退一步讲即使不是陨石，这些
美丽的石头作为奇石收藏也很
有价值。”

陨石市场升温
但真假难辨

对收藏界而言，陨石无疑是
一个小众的领域，其热度近年来
有升温的趋势。不过一位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陨石的定价
尚无统一标准，主要靠交易双方
面议而定，而其市场鉴定机构更
是远未成熟，国内只有少数科研
机构可以做相关鉴定，“市场比
较混乱。”

今年6月1日晚，疑似有陨
石在云南西双版纳境内坠落。
不仅当地村民开始找陨石，圈内
的天文爱好者、“陨石猎人”、陨
石收藏家也蜂拥而至。据媒体
报道，勐海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
一块陨石重达 1280 克，价格从
40万元一路上升到80万元，不
少村民都称找到了陨石，但真
假难辨。

而说起“五彩陨石”圈，64岁
的董志全不得不提。9年前他便
开始收集一种颜色红黄相间的
石头，并自称这种石头被专家命
名为“五彩陨石”。两年前，董志
全送了朋友一块“五彩陨石”制
成的吊坠。不久后，“听说这块
吊坠卖了数十万元。”

虽然传说越来越多，但也不
乏质疑，甚至有的卖家都不认同
这就是陨石。一位圈子里的卖
家直言，这种石头此前在崇州市
的奇石市场就已经存在，行情一
直不太理想。

青神县“阳光问廉”
集中整治商户哄骗老人重金抢购保健品

红黄相间的色彩，配以流线型
的波纹。从去年开始，四川奇石市场
开始为一种名为“五彩陨石”石头疯
狂。短短半年时间，一斤石头的价格
从100元涨至600元。5斤以上、品
相好的石头甚至喊价一两万元。

怀揣着发财梦，不少村民开始在
山上和河道寻找、挖掘这种红色的石
头，在崇州市的赵家沟村，几乎每家
每户都有淘石头的经历。

小村掀起“陨石热”
崇州市赵家沟村,当地正在修

建的李家岩水库附近有一片河滩，
不少人从此处挖到了所谓的“五彩
陨石”。10月8日上午11点过，施
工队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在河滩
作业。可在挖掘机的背后，却聚集
着十几个聚精会神捡石头的人，其
中五六个人拿着铁锹找寻着土里

“五彩陨石”，并机警地躲避着挖掘
机挥舞的铲斗，这让旁人不禁为他
们捏一把汗。

除了河滩，附近的赵家沟村

村民还常常上山采石，而且常常
是天没亮就去，傍晚才回。60多
岁的谢大爷家里不光有几百斤
石头，甚至还专门购置了一台洗
石头的机器。他自称曾以接近2
万元的价格卖出过一块石头，而
这相当于他以前大半年的收
入。在赵家沟村，记者接连问了
3户人家，都称有搜寻“陨石”的
经历。而这些人家，常年在家的
大多是老人和妇女。

当地展开整治行动
在前往赵家沟的路上，隔一

段路就可以看见禁止采石的牌
子。“政府和派出所已经开始治
理这个事情了，肯定不能乱挖乱
采，但是仍然有部分村民觉得这
个东西有价值，偷偷去采。”分管
河道的崇州市鸡冠山乡副乡长
刘尚福告诉记者，不仅是鸡冠
乡，附近乡镇也有人在收售所谓
的“五彩陨石”。

他说，有工作人员把石头拿

去检测，得出的结论不过是普通
的铁矿石，但有商人收购，所以
仍刺激了不少村民去河道挖
采。“河道的安全、村民自身的安
全都是问题。再者矿石都是国
有资源，盗采石头是违反相关河
道管理条例的。”他说，除了树立
禁止采石的牌子和对村民进行
宣讲，乡政府还组织了巡查队定
期在河道边进行劝导。“下一步
我们将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进一步加大正面宣传引导和
整治乱挖乱采的力度。”

居民在挖掘机后寻石。

9月25日，在成都理工大学博
物馆，记者见到了从事矿物岩石工
作30年、研究陨石近20年的陈志
刚老师。在端详了两块崇州市鸡冠
山乡当地采集的“五彩陨石”后，他
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这两块不过
是普通的赤铁矿石，并非陨石。”

陈志刚将石头在一块白色的条
痕板上划动，留下一道樱红色的印
记。“这就是赤铁矿的典型特征。”随
后通过刻刀刻划，放大镜观察后，他
告诉记者，这石头不具备燃烧疤痕
和气印（指陨石与大气流相互作用
留下的类似手印形状）。

据陈志刚介绍，认定陨石需满
足五个条件：第一，岩石标本有黑色
熔壳；第二是致密固体；第三，比相
同大小的普通石头重；第四，能被磁
铁吸引；第五，在标本破碎面、切面
或抛光表面能看到金属斑点。“如果
符合上述条件，可能是陨石，如果大
部分或全部不符合则不是。”

陈志刚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
录了约200个人的名字和联系方
式。“这都是这些年来找我鉴定陨石
的来访者，可以说99%的人给我看
的都不是陨石。”而记者手里的赤铁
石，是最常被误认为陨石的石头。

提起那些为了陨石而找上门的
人，陈志刚的话语里满是无奈和惋
惜。他印象最深的一个来访者是一
个青年，和他同行的还有其父母。

“背着上百斤的石头，各种各样的，
可就是没有一块真正的陨石。”

国内知名陨石猎人、中国陨石
网站站长赵志强看到“五彩陨石”的
相关照片后，也肯定地告诉记者这
并非陨石，据他了解，不光崇州，全
国不少地方都有一群抱着一夜暴
富的想法搜集石头的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尚智

摄影吴枫关天舜

收藏者自称花30万入手

？
鸡冠山现
五彩陨石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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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陨石收藏热在国内悄然兴起，每逢有陨石掉落的新闻，总能吸引一大群爱好者前往淘宝。
更有甚者，有些爱好者试图找到埋藏在地下的陨石。

去年，家住成都高新区的收集者石忠林在听说成都崇州的鸡冠山乡地下有一种名为“五彩陨石”的
石头后，就频繁地来到此处购买石头。在9月的一个周末，记者跟随他踏上了寻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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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挖掘机下冒险寻石当地已展开规劝整治

“五彩陨石”到底是啥？
专家鉴定：

不过是块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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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岩水库附近设置的警示牌。

“五彩陨石热”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