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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追踪

“当初让我们入会的
时候说的那么好，可现在
人去楼空，只给我们留下
一堆没用的产品，我们这
些人真是有苦难言。”近
日，呼和浩特读者王先生
向本报反映，他在2016年
底加入了内蒙古沙舟红商
贸有限公司的会员系统，
但在2017年底，该公司突
然告知所有会员，原定的
现金福利发放全部改为实
物商品，而且公司也悄然
搬家，人去楼空。

现金返利变成发放商品

“我们当时加入成为
内蒙古沙舟红商贸有限公
司会员，是因为他们承诺，
每位会员交纳3880元的入
会费用之后，就可以得到
等值的产品，还在一年内
享受全额返利，等同于免
费使用产品。”王先生告诉
记者，该公司还出台了奖
励制度，即“报单”3880元
成为会员后，即可购买等
值的沙舟红系列优质产
品。每天定返11.52元，返
330天（11个月回本）。王先
生还介绍，内蒙古沙舟红
商贸有限公司还表示其母
公司为阿拉善盟沙舟红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该公司2016年底在上
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Q版
正式挂牌上市。

“最初几个月还好，定
期都有固定返利，但是在

2017年下半年，我们被告
知现金返利取消，改为会
员积分制度，固定返利和
各种会员奖励都会在新的
会员系统里兑换成积分，
然后按照积分可以领取相
应的商品。”王先生给记者
出示了一张A4纸，上面打
印有会员姓名、编号以及
可领取商品名称，还有当时
公司相应负责人的签字。他
表示，自己当即拒绝领取商
品，但公司负责人表示继续
发放现金是不可能的，只能
按照公司规定的流程领取
商品。记者了解到，内蒙古
沙舟红商贸有限公司在呼
和浩特市招募的会员大概
有3000多人。

层层招募涉嫌传销？

据王先生介绍，内蒙
古沙舟红商贸有限公司会
员系统还设有直推奖，即

“一代”会员（即会员直接
推介入会） 奖励5%（192
元）、“二代”会员（隔代间
接推介入会）奖励2%（78
元）、“三代”会员（隔代间
接推介入会）奖励1%（38
元）等制度。累计收入达到
50000元，可以拿出收入的
10%购买公司的天使轮原
始股。

关于王先生所提供的
内蒙古沙舟红商贸有限公
司会员系统直推奖制度，
记者通过网络查询了解
到，根据2005年11月1日起

施行的《禁止传销条例》，
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
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
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
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
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
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
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
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
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
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
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
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
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
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
取非法利益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
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
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
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
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
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
非法利益的。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是指以推销
商品或提供服务等经营活
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
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
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
而且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
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
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
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
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
秩序的传销活动。

公司原址人去楼空

1月15日，记者与王先
生等人一同来到了位于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
街东方银座3号楼3层的内
蒙古沙舟红商贸有限公
司，见到这里只有一位自
称库管的工作人员在办
公，其余房间要么房门紧
锁，要么空无一人。这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是
内蒙古沙舟红商贸有限公
司雇佣的库管，只负责给
拿条子的人发放产品，别
的什么都不知道。

记者在办公室墙上悬
挂的营业执照上看到，该
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2
日，法人代表为周晓冬，注
册资本2000万元。

在楼层中厅记者看到
一排玻璃展柜，里面陈列
着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
米面粮油、酒水以及保健
品，甚至还有电脑配件。王
先生告诉记者，这就是内
蒙古沙舟红商贸有限公司
让他们凭会员积分兑换的
商品。中厅的墙上还贴着
一张关于“驼铃叮当”网上
商城的注册须知。记者从
网络上查询得知，这个电
商网站也是由内蒙古沙舟
红商贸有限公司参与发起
和运营的。

记者拨打内蒙古沙舟
红商贸有限公司几位相关
负责人的电话，均处于关
机或者空号状态。记者联

系到了阿拉善盟沙舟红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一位姓宿的原负责人 ，他
目前已经不在阿拉善盟沙
舟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就职，他告诉记者，
内蒙古沙舟红商贸有限公
司只是销售阿拉善盟沙舟
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沙舟红番茄红
素片、黑枸杞玛咖片和芦
荟纤体胶囊等产品，以及
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沙舟
红”品牌，内蒙古沙舟红商
贸有限公司所推广的会员
系统他们并不了解。

牵出神秘“操盘手”

当记者请求提供阿拉
善盟沙舟红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负责人
联系方式时，宿姓原负责
人表示，他必须得到该公
司负责人许可才能透露。
随后，这位宿姓负责人给
记者打来电话表示，阿拉
善盟沙舟红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让
他代为转达，与内蒙古沙
舟红商贸有限公司只是供
销和品牌授权关系，其余
并不了解。这位宿姓原负
责人还向记者透露，就他
所知，阿拉善盟沙舟红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和内蒙古沙舟红商贸有限
公司其实都被夏某和吕某
某给“耍了”。

他告诉记者，内蒙古

沙舟红商贸有限公司所谓
的会员制度都是夏某和吕
某某制定的，和阿拉善盟
沙舟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之间的上传下达
也都是通过这两个人，虽
然所有公司信息上找不到
他们的名字，但他们是“实
际操盘手”，“所有的收益
也都是进了他们两个人的
口袋”，而这两个人也早已
失联。

记者在内蒙古沙舟红
商贸有限公司的公开工商
信息上看到，该公司的股
东之一为宿翔茹，而宿翔
茹还同时为阿拉善盟沙舟
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

同时，记者在2016年
的一篇新闻报道上看到，
时任阿拉善盟沙舟红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的宿景民曾对媒体表示，

“他所控股的三家独立法人
机构包括阿拉善盟沙舟红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沙
舟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内蒙古沙舟红商贸有限公
司，三家公司近期将进行股
份制改造，成立集团公司，
形成统一战略，搞好各自业
务，助推阿拉善沙产业快速
发展。沙舟红农业科技公司
主要负责沙生植物种植，为
生物科技公司产品研发加
工提供产自阿拉善的优质
原材料，商贸公司则负责
线上线下的产品营销和市
场推广。”

谁见过这位老人？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这

几天，呼和浩特市市民薛凯一
家人心急如焚。截至1月17日，
薛凯的父亲薛文斌已经走失4
天了。1月15日，薛文斌随身携
带的手机居然关机了，这让其
家人更加担心他的安危。

1月17日早上，薛凯告诉记
者，他父亲薛文斌今年71岁，身高1.6米，身材瘦小，患有中
度老年痴呆症，家住金桥开发区景观花园。1月13日9时左
右，薛文斌吃过早饭后从家里出去至今未归。薛文斌走时
带着一部手机，家人打通电话，他告诉家人“一会儿就回
来”。14日晚上，家人再给他打电话时手机就不通了。15
日，薛文斌的手机关机了。家人四处寻找未果报了警，并
在朋友圈发布了寻人启事。家人调取小区监控发现，薛文
斌于13日10时13分走出小区。连日来，家人向薛文斌认识
的人以及救助站都问过了，没有一点儿音讯。薛凯说，父
亲以前也有走失现象，但被好心人或民警送回。

据了解，薛文斌走时身穿深咖色棉大衣、牛仔裤，
脚穿棉皮鞋，走路缓慢，如有发现或知其下落者请与
家属联系，电话：150047177600，15004710096。

新报热线（记者 王利

军） 1月16日，田香枝在电
话中告诉记者，1月15日，她向
赛罕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
请求法院判令正大赔偿其各
项经济损失9212元，并以登
报的形式向其赔礼道歉。

事情发生在2018年11

月30日下午，57岁的田香枝
来到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保
全庄农贸市场5号大厅正大
猪肉直营中心准备买肉，就
在她抬脚踏上该店门口的
斜坡时，不慎被冰滑倒，重
重摔在地上。事后，正大负
责人拒绝送田香枝就医。田

香枝到武警内蒙古总队医
院检查，并且在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8
年12月8日、12月17日，本报
分别刊发消息《正大猪肉直
营中心门前污水积冰 路
人滑倒住院起纠纷》《田香
枝：准备起诉正大》，对该事

件进行了报道。
1月初，田香枝前往赛

罕区人民法院准备起诉正
大。1月14日，赛罕区人民
法院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因当事人对事情发生过程
以及田香枝住院期间用药
有争议，调解没有成功。

新报热线（记者 范亚

康） 1月11日，本报刊发
消息《颐林园小区：1000多
万两共基金去哪了？》，对
东胜区颐林园小区1000多
万两共基金被包头建宇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开发商）挪用
一事进行了报道。房管部
门建议，颐林园业主可以
走法律程序维权。

“从去年开始，我们房
管部门就针对东胜区房地
产开发商拖欠两共基金的

问题约谈过相关企业。具体
到颐林园小区的问题，开发
商在无法上缴现金的情况
下，曾经希望用有效资产抵
顶所欠两共基金。但目前，
开发商提供的资产无法抵
顶所欠的两共基金。”1月16

日，东胜区房产管理局住宅
维修资金办公室的王副主
任告诉记者，因为向开发商
收取两共基金是个人行为，
所以房屋主管部门建议业
主准备好相关的证据，通过
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沙舟红商贸到底是个什么公司？
文/本报记者 顾 爽

房管部门建议颐林园业主走法律程序

田香枝起诉正大索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