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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朋友圈减肥药
“
闪电瘦”有毒
号称躺着也能瘦却导致精神障碍 湖南多名微商被处刑罚
小作坊钢管贴名标
高价出售牟利 6 亿

低价订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减肥药后转手高价卖出，并积极招募代理，鼓励其提升购买
产品的金额，使其获得更低的进货价格，两年多时间共发展多名代理，涉案金额达 2500 余万
元。 该案经湖南省靖州县检察院提起公诉，1 月 4 日，法院以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
人姚艺娇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560 万元，另有 17 人也因此案获刑并处罚金。

艺娇通过设立官方合伙人、全国总代
理等六层销售级别，鼓励销售代理提
高一次性拿货金额，最低拿货标准只
2014年下半年，姚艺娇无意间了 需 1800元。她还表示，只要销售代理
解到“闪电瘦”产品减肥效果好，便开始 能一次性购买 20万元的产品，就可以
销售该产品。此后姚艺娇将从他处购买 80元的价格拿走 380元一盒的减肥
的含西布明曲的“三无”减肥产品贴上 药，销售利润之大让代理商们纷纷抛
自己印制的“闪电瘦身丸”品牌标签后， 下心中疑虑蜂拥而至，不断增加一次
再转卖给下级代理。2015年 7月，之前 性购买金额。
生产这款减肥药的生产商因销售含有
2015年 4月，为规范销售商层级
西布明曲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减肥产品 授权管理和扩大销售量，姚艺娇与男
被查封。姚艺娇便找来中间商刘绚浪以 友陈灿伟经过反复研究，共同注册了
0.3元 / 粒的价格订购含有西布明曲的 广州市安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建
减肥胶囊，再转手高价销售。
立了网站、品牌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
在销售过程中，有些客户反映吃了 平台，同时在网站开通了产品防伪码
“闪电瘦身丸”后出现口干、心慌、失 查询，不断提升该产品的附加值及可
眠，甚至有精神障碍等不良反应。面对 信度，获取销售代理及客户的信赖。
种种质疑，姚艺娇宣称这些反应都是
正常现象，只需多喝水或者停吃一段 “减肥迷”又“中招”
时间症状就会消失，产品代理商们在
其煽动之下都相信了她的解释。
“闪电瘦”减肥药宣称完全不需要
配合运动，也不需要进行节食，哪怕躺
着都能够快速减肥且不反弹，并且还
拓展销量靠代理
有官方网站、防伪码和虚假宣传迷惑
为吸引更多人加入销售团队，姚 消费者。于是热衷于减肥事业并且试
无良微商售“毒药”

浦发北京分行多措并举 推动落实金融服务回归实体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在中
国社会新形势发展下应当如何做好金融工
作？首要任务是回归本源，把为实体经济服
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优化结构，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
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据浦发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各种行之有效的举措，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浦发北
京分行将全面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的进程，助力我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快速的
尚强
稳定发展。

优秀团队倾力打造 兴全合宜 16 日起正式发售

日前，兴全基金发布公告，旗下新基金产
品--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将于1月16日-1月22日发行，引起市
场的较大关注。兴全基金公告显示，兴全合宜
基金在成立后会封闭两年，封闭期内基金实

行封闭管理，而当封闭期结束后则转为开放
式基金。开放后兴全合宜的股票投资比例最
高可占基金资产的95%，便于把握行情；股票
资产投资比例最低为0%，降低仓位操作规避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风险。

权益类基金近 3 年业绩出色，万家基金用业绩诠释实力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
万家基金旗下权益类基金最近 3年收获颇
丰，且近5年业绩也很突出，在行业内排名前
列，长跑风范十分突出。万家基金近些年在权
益投资领域逐渐发力，旗下多只产品短、中、

长期表现优秀。其中，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
至 2017年底，团队旗下“老牌”基金万家和
谐增长近5年一路飘红，金牛得主万家精选
也成绩斐然，出色业绩也使得这两只基金获
得市场一致好评。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债为基股添利 北信瑞丰鼎利上演攻守道

债市在监管层靴子落地后，二级债基有
望迎来春天。北信瑞丰基金公司推出了北信
瑞丰鼎利债券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4564，C类：005193）。该基金兼顾股债两
市，进可攻退可守，有望成为投资者把握春播

过很多减肥产品均告失败的肖女士再
一次相信了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肖女士在朋友
的推荐下，对“闪电瘦”减肥药产生了
兴趣，在查询了其官方网站及各种宣
传之后，已经不再相信减肥产品的她
再一次燃起了希望之火，她毫不犹豫
地购买了“闪电瘦”减肥药，但是在服
用后不久便出现了失眠、心慌等症状，
住院治疗后经医生诊断为服用减肥药
出现精神障碍。此时的肖女士终于意
识到自己买回来的减肥产品是假药。
2016年 5月 31日，肖女士向怀
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6月
14日该案被移送至怀化市公安局。同
年 9月，该案 20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相
继被抓获归案。
经审理，除姚艺娇外，被告人刘绚
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130万元；被告人陈灿伟被判处有期
徒刑六年，并处罚金 30万元，其他 15
名被告人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分别被判处六年至拘役五个月不
等刑期，并处罚金。
据《检察日报》

主动投资能力展芳华

2017年正式收官，公募基金“成
绩单”相继亮相，在全年市场呈现结构
性行情的状态下，权益类产品表现亮
眼，特别是一些能够保持长期战绩靓
丽的基金，体现出管理人雄厚的投研
实力。银河证券数据显示，2017年，工
银瑞信旗下权益类产品群星闪耀，21
只基金成绩不俗，12只业绩高居同类
前列。不仅如此，在过去的5年期间，
工银瑞信旗下有 5只产品一路飘红，
稳健的长跑业绩更能印证其持续领
先的综合管理能力。
2017年市场整体呈现结构行

新华社天津 1 月 11 日电（记者 周润健）记
者 10日从天津市知识产权局获悉，该市公安部
门近日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天津市钢管公司
注册商标产品案件，涉案金额近 6亿元，抓获涉
案人员 10名，有力地保护了企业知识产权合法
权益。
犯罪嫌疑人夏某自 2015年起在天津市北
辰区个体经营钢管生意，并伙同山东聊城同乡
在津注册成立了 5家钢管销售公司。该团伙以
钢管销售公司为掩护，从山东聊城等地以低价
购进小企业生产的无标记、无名号的劣质钢管，
采取冷拉热扩、涂改标志、重新喷码等方式，假
冒天津市钢管公司等国内知名企业的注册商
标，对外高价销售牟取暴利，销售范围涉及全国
20余个省区市。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
团伙销售的假冒商标钢管，均采购自小企业、小
作坊，且生产设备、工艺与正规企业相差甚远，
质量无法保证。“这些劣质钢管一旦应用到工
程、建设、管道、化工等领域，极有可能引发火
灾、爆炸、中毒等突发性灾难和事故，给国家建
设和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和生命健康带来极大
伤害”。
2017年，天津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加强组
织协调，公安、法院、知识产权、市场监管等部门
联合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扰乱市场经
济秩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施以重拳打击。

工银瑞信行业主题基金绽放业绩魅力

情，板块、个股分化明显，考验了基
金的主动管理能力，善于挖掘优质
上市公司的基金方能揽获好成绩。
以工银金融地产混合基金为例，三
季报显示，该基金重仓了多只 "大
牛 "股。凭借对市场的精准判断，该
基金业绩表现持续领先，银河证券
数据显示，工银金融地产混合年度
成绩优异，居同类前列。该基金自成
立以来累计净值增长率达新高。鉴
于业绩表现持续稳健优异，该基金
获得市场高度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业内在主题

基金方面多元布局的标杆公司之
一，工银瑞信不仅全面打造了“行业
主题军团”，而且业绩回报始终领
先，包括工银金融地产混合、工银国
企改革股票、工银文体产业股票、工
银前沿医疗股票等 10只行业主题
基金 2017年度一路飘红。
银河证券数据统计，2017年工银
深证红利ETF年成绩优异，在排名中
居前列。作为业内跟踪深证红利指数
的基金产品，工银深证红利ETF及其
联接不仅全年表现抢眼，其中、长期业
绩也均领跑。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逆势猛增全面完成目标，一汽马自达创合资品牌多项记录

2017年一汽马自达屡创佳绩，
据一汽马自达数据，实现 124238台
的年度销量，更实现 35.7%的同比
成长。一汽马自达销量增幅之大，堪
称一枝独秀。
从 2017年第四季度开始，一汽
马自达月度销量刷新多项记录：10

月份，未来派轿跑 SUVCX-4取得
今年单月最高销量 7347台；11月
份，全新阿特兹销量达到 13153台；
12月份，销量达到 11607台。
价值营销见成效
开启一汽马自达新篇章
2017年，一汽马自达凭借强大

的产品价值与独特的价值营销思路，
毫无悬念地完成了 12万台的全年既
定目标。这样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不忘初心、艰苦奋进、坚持不懈、勇
于创新的中国车企形象，一汽马自达
有信心，更加值得我们关注与期
待。
刘新

行情的稳压器。北信瑞丰从2014年成立以
迎接总行成立 25 周年 浦发银行多重权益大礼
来，始终为追求好成绩。根据海通证券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底，在固定收益类基金绝对收益
追剧听歌免费？爱车加油免费？
生日，除了丰富的信用卡活动之外， 行的资产享受的权益加码，最低资
排行榜上，北信瑞丰第四季度成绩在可比的 五星酒店免费？不用零点抢券，拒绝 还特地为广大持卡人献上了一份惊
产门槛仅 10000元。每月 10日上
基金公司中居前列。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满减诱惑，你梦寐以求的各种福利， 喜大礼“客户权益平台”。
午 10点权益平台发布活动，活动的
“权”都给你。2018年，浦
此次浦发银行推出的客户权益 截止日期为 2018年 5月 31日。
富国首席经济学家掌舵富国国企改革正在发行中 浦发银行
刘新
基金经理无疑是一只基金的灵魂及核心， 宜。袁宜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券商分析师，有着 发银行即将迎来它的开业 25周年 平台，是根据浦发银行持卡人在银
中粮福临门营养家配方双公开 引领调和油市场公开透明化
尤其是在当前股市背景下，明星基金经理掌 多年的从业经验，袁宜管理的产品业绩也一
舵的基金更是成为市场的“香饽饽”。以目前 贯出色。Wind数据显示，截止到1月9日， 12月 26日，中粮福临门 "营 成分进行了全面升级。具有调和油 示，福临门营养家食用调和油实现
正在发行中的富国国企改革基金为例，公告 其管理的富国天盛灵活配置任职回报喜人，
健康更有数 "营养家食 划时代意义的福临门营养家新产 营养升级，并公布微量元素成分，能
显示拟任基金经理为富国首席经济学家袁 位列全市场前列。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养新时代，
用调和油新品发布会在国家会议 品的推出，或将引领食用油市场升 够更全面地满足最新 DRIs对食用
中心举行。据介绍，营养家调和油 级换代。
油的营养要求。
信诚薪金宝荣获“最佳互联网产品创新” 奖
刘新
发布会现场，业内人士表示表
近日，由《中国基金报》发起的“中国基金 便捷性。2014年，信诚基金作为基金公司，联 不但全面公开配方比例，更对营养
业20年最佳产品创新”获奖名单新鲜出炉。 合银行创新性的推出薪金煲货币基金产品，
专业彰显实力 申万菱信 2017 年股票投资能力领先
打通互联网理财线下支付创新模式的信诚薪 率先实现货币基金可通过ATM机进行实时
2017年已落下帷幕，申万菱信凭 投资管理能力综合评价报告》显示， 下产品数量越来越丰富，单只基金业绩
金宝，在此次评选中荣获“最佳互联网产品创 取现、转账，以及POS机刷卡消费等功能，受 借卓越的投资能力，
为投资者带来不错 2017年申万菱信股票基金算数平均股 表现出色并非难事，而申万菱信旗下权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新”奖。信诚薪金宝最大的优点就是功能性和 到市场热捧。
的业绩。根据银河证券2
017年12月 票投资主动管理收益率达到新高。近年 益类基金不仅百花齐放，也受到市场热
工银瑞信创业板 ETF 联接基金正式发行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30日发布的《2017年基金管理人股票 来，伴随行业的发展，各家基金公司旗 捧。
工银瑞信继去年底成功发行工银创业板 股、备选成份股，其中投资于工银瑞信创业板
长跑见证投研实力 工银瑞信旗下基金持续领先
ETF后，2018年再推工银创业板ETF联接 ETF的资产将不低于90%。工银瑞信创业板
2017年，在 A股蓝筹强势、海外 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平均收益分别取 是，长期来看，工银瑞信旗下无论偏股
基金，以方便投资者布局创业板行情。工银瑞 ETF联接基金原则上将主要采取完全复制策
信创业板ETF联接基金主要投资于工银瑞 略，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构 市场迭创新高的大背景下，公募基金 得了不俗成绩。凭着多元化的产品布 基金、债券基金还是QDII基金均有着
信创业板ETF基金份额、创业板指数成份 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整体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各类基金集 局及全面的投研实力，工银瑞信旗下 持续优异的表现，长跑中可见全面领
体飘红。银河证券数据显示，2017年 12只基金跻身同类前列。值得注意的 先的投研实力。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中欧成长优选获“最佳主动权益创新产品” 奖
国际业务发展再传捷报 上投摩根推出线上美元理财平台
公募基金步入第20个年头，由《中国基 奖。中欧成长优选混合为国内公募基金市场
全球资产配置时代已悄然来临， 公募基金业线上美元理财平台已于 1 实现在上投摩根电子直销平台用美元
金报》发起的“中国基金业20年最佳产品创 中率先采用“支点对称式浮动管理费率”模式
新”获奖名单今日正式出炉。业内率先一支点 的权益类产品。该产品根据业绩考察期间内 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开始着力发展各 月8日亮相。投资者只需准备一张存 购买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基金、摩
式浮动费率基金 --中欧成长优选混合，在 的基金实际业绩表现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的 类国际业务。新年伊始，上投摩根国际 有美元（现汇）的指定银行卡，并通过 根太平洋证券基金等三款基金的美元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此次评选中荣获“最佳主动权益创新产品” 差异，逐季滚动调整。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业务发展再传捷报，公司全力打造的 上投摩根官网或基金 E站 APP，即可 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