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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通过分析“权健事件”对主营保健品类、直销类、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及权健集团控

股类等四类公司的市场传导效应，发现四类公司在窗口期〔-10，15〕内的CAR均显著为负，其中权健集团控股企业金财

互联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保健品类企业更需注

意产品功效的诚信宣传、直销类企业务必远离传销且守住合法底线、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监管部门发挥震慑作用以及政

府监管部门对违规企业必须要及时做出处罚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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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事件”的市场传导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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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健康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健康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国

家陆续颁布的关于健康行动等意见、方案引起了全民对身体健康的广泛关注，也使得保健品产业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然而，部分不良保健品企业为攫取巨额商业利润，不惜铤而走险，触碰法律底线。

2018年12月25日，自媒体丁香医生的一篇《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文章，把保健帝国权

健集团推上“疑似传销和夸大产品功效”的风口浪尖。本文认为该事件曝光不仅对权健集团自身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可能会使其同行业即主营保健品类公司以及与其销售模式相同的直销类公司受到

牵连，同时股东诚信问题也可能会对其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产生负面影响。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由于权健集

团是非上市公司，故本文仅研究该事件曝光对主营保健品类上市公司、直销类上市公司、主营保健品且直销

类上市公司以及其控股类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该研究不仅可以为保健品类企业诚信经营、直销类企

业合法经营以及中小投资者理性投资提供正确引导，而且也可以为行业协会对行业内企业加强约束、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对违规经营企业加强监管提供重要依据。

不少国内研究者对企业负面事件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杨志强（2018）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

2007—2015年间曝光的54起食品安全事件对同行业296家上市公司的影响，发现质量丑闻事件对事发企业

存在显著负面影响，而对同行业非事发企业的影响有正有负[1]。陈国兴和赵伟（2018）通过行业细分研究发

现，白酒和肉制品行业的质量丑闻事件对同行业非事发企业的影响主要是由传染效应引起的，而乳品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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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综合行业的质量丑闻事件对同行业非事发企业的影响则主要是由竞争效应所导致的[2]。何晓（2016）运用

事件研究法，分析了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排放造假事件对国内同行业20家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发现

部分公司因竞争效应股价上涨，也有部分公司因传染效应而股价下跌，但从总体上看，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

受该造假事件的影响大多不显著[3]。董育森（2018）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视角分析了企业丑闻曝光对同行业

非事发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履行越好的企业受到丑闻曝光的传染效应越轻[4]。金宪（2018）研究了大

智慧财务造假事件对同行业东方财富和同花顺两家上市公司的影响，发现因受传染效应的影响两家上市公

司的股价显著下跌[5]。王瑾（2018）则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法，研究了长生生物“毒疫苗事件”的溢出

效应，结果发现“毒疫苗事件”对其所属的生物疫苗类企业存在明显的传染效应[6]。贺诗（2019）主要从规范

研究的视角，指出权健集团存在夸大宣传产品功效进而误导消费者以及漠视社会责任等问题，对其采用“直

销”亦或是“传销”的销售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一定要坚守诚信、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一定要对类似企业加强监管[7]。

国外也有少量关于企业负面事件影响的研究文献。Piggott和Marsh（2004）通过对食品领域不同类型食

品质量丑闻曝光的影响研究发现，牛肉产品市场出现质量丑闻会给相关企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而猪肉和

鸡肉产品市场质量丑闻给相关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显著[8]。但Rieger等（2016）通过研究2011年爱尔兰发

生的二恶英（Dioxin）毒猪肉事件的影响发现，其给当地消费市场以及相关企业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 [9]。

Dongmin（2012）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研究发现，企业在产品质量丑闻曝光后为挽回形象，必将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10]。Lang和Stulz（1992）通过企业破产对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破产事件对企业本身以及同行业企业

产生负面影响[11]。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汽车、白酒以及药品行业上市公司丑闻曝光对其自身以及同行业

非事发企业的影响，运用事件研究法从实证视角研究保健品行业和直销类企业产品质量丑闻曝光影响的相

关文献较少。因此，本研究对产品质量丑闻曝光引起的经济后果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基于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假设

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组织自身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

人或社会产生影响。该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由于互联网时代讯息的传播更为迅速，因此溢出效

应更加明显。“权健事件”是权健公司的一次严重负面事件，由于权健公司是一家主营保健品且以直销模式

为主的企业，基于溢出效应理论，本文认为它除给自身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外，还可能会给主营保健品类公司

和采取直销模式类公司带来严重影响，故提出研究假设H1a和H1b、H2a和H2b以及H3a和H3b。
H1a：“权健事件”对主营保健品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存在显著负面影响。

H1b：“权健事件”对主营保健品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存在显著正面影响。

H2a：“权健事件”对直销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存在显著负面影响。

H2b：“权健事件”对直销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存在显著正面影响。

H3a：“权健事件”对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存在显著负面影响。

H3b：“权健事件”对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存在显著正面影响。

（二）基于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理论的研究假设

诚信是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基石，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

易滥用权力”。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支配地位侵犯中小股东权益的案件在实践中时有发生，因此，公司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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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四十八条第一款明确提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

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由此可见，“忠实”即“诚信”是控股股东对公司应负有的法律义务。基于此，中小投资

者应信任控股股东是诚信股东。但是，一旦控股股东出现失信行为，中小投资者就会对其控股公司的诚信

产生质疑，从而就会“用脚投票”，抛售或者拒绝购买该公司股票，也必然会导致其控股公司的股价下跌。“权

健事件”发生后，中小投资者对权健公司创始人束昱辉的诚信产生质疑，并因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且

受到刑拘而加深了对其诚信的质疑。由于束昱辉是公司第六大股东，即准控股股东。基于控股股东诚信义

务理论，“权健事件”可能会对上市公司金财互联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鉴于此，提出研究假设H4：
H4：“权健事件”对金财互联公司的股价存在显著负面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样本公司分为主营保健品类公司、直销类公司、主营保健品直销类公司和权健集团控股类公

司四类，其选取的依据和过程详见表 1。样本公司收益率和市场指数收益率等相关数据均来自网易财经。

超常收益率R、平均超常收益率AR和累计超常收益率CAR等数据通过Excel计算完成。样本公司清洁期内

的线性回归分析、四类公司窗口期内的CAR单样本T检验由统计分析软件SPSS完成。

表1 样本公司的选取

样本公司类别

主营保健品类公司

直销类公司

主营保健品直销类公司

权健集团控股类公司

选取依据和结果

首先在同花顺财经官网（http://www.10jqka.com.cn/）上搜集到涉及“保健品”概念的上市公司共31家，然后剔除ST类

的公司3家和上市时间在事件期后的公司1家，最后共得到样本公司27家
首先在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官网（http://zxgl.mofcom.gov.cn/front/getEnterprises）上搜集了91家直销企业，然后利用

华泰证券交易分析系统（专业版Ⅱ）筛选出其中的上市公司，最后共得到8家上市公司

根据上述直销类和保健品类两类公司交叉得到哈药集团和东阿阿胶两家上市公司

由于权健集团是非上市公司，其创始人束昱辉持有上市公司金财互联4262.7万股股票，占其总股本的5.43%，是金

财互联的第六大股东，故金财互联是权健集团的控股公司

（二）CAR计算的关键要素选择

1. CAR计算的关键要素选择

计算CAR关键要素主要涉及公告日、窗口期、清洁期以及预期收益率的估算。由于“权健事件”在自媒

体上曝光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5日，故选取2018年12月25日为公告日。为避免在清洁期和窗口期选择

上的主观性，本文参考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选择〔-10，15〕作为窗口期，选择〔-130，-11〕作为确定估计参数

的清洁期。另外，在事件研究法中最重要的是窗口期内每家公司每个交易日的预期收益率的估算，而预期

收益率估算有四种常用方法：市场调整模型法、不变收益模型法、均值调整模型法和市场模型法。由于市场

模型法全面考虑了市场风险和平均收益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而其他模型无法很好地解决市场风险等问题，

故本文选择市场模型法对预期收益率进行估算。

2. CAR计算与检验

累计超常收益率（CAR），即实际收益率与其正常收益率的差，其中正常收益率是在该事件不发生时的

预期收益率。通常采用上述的参数估计期数据来估计正常收益率，即市场模型法。一般而言，通过估算窗

口期内每家样本公司的预期收益率，计算得出窗口期内每家样本公司的超常收益率R，取其平均值计算窗口

期内所有样本公司每日的平均超常收益率AR。然后，计算整个窗口期和不同子窗口期内累计超常收益率

CAR。最后，对四类样本公司不同窗口的累计超常益率CAR分别进行异于0的单样本T检验。

胡 伟，李雅萍，桂书红：“权健事件”的市场传导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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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权健事件的发生对主营保健品类、直销类以及权健控股类上市公司的股价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

面分别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一）“权健事件”对主营保健品类上市公司股价的传导效应分析

首先运用Excel计算主营保健品类公司在“权健事件”曝光后不同窗口期的CAR，然后运用统计分析软

件SPSS对不同窗口期的CAR进行异于0的单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2。另外，图1也直观地反映了主

营保健品类公司在窗口期〔-10，15〕内AR和CAR的变化趋势。

表2 主营保健品类公司不同窗口期的CAR及其检验结果

窗口期间

〔-10，0〕
〔-10，5〕
〔-10，10〕
〔-10，15〕

0
〔-5，0〕
〔-5，5〕
〔-5，10〕
〔-5，15〕
〔0，5〕
〔0，10〕
〔0，15〕

CAR
0.150*

-1.205**
-2.128***
-1.824***

0.175
1.443**
0.088***
-0.835***
-0.530***
-1.181

-2.103**
-1.799***

T值

-2.118
-2.874
-4.412
-5.802

-2.770
-3.497
-5.339
-7.031
-1.716
-4.005
-6.138

P值

0.060
0.012
0.000
0.000

0.039
0.006
0.000
0.000
0.147
0.002
0.000

注：***为1%水平上显著，**为5%水平上显著，*为10%水平上显著，下同

图1 主营保健品类上市公司AR和CAR的变化趋势

由表2可以看出，保健品类公司在整个窗口期〔-10，15〕内的CAR显著为负，公告日前子窗口〔-10，0〕和
〔-5，0〕的CAR 均显著为正，而公告日后的所有子窗口CAR均为负值，且在〔0，10〕和〔0，15〕子窗口内显著为

负。另外，从图1也可以直观看出，公告日后的CAR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并在公告日后第12个交易日CAR
达到最低（-2.679）。由此可见，“权健事件”的发生的确在短期内给主营保健品类上市公司带来了严重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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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也为研究假设H1a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而研究假设H1b并没有得到验证。

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相比食品和药品而言，保健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此，一旦

某家保健品类公司发生了负面事件（即“权健事件”发生），消费者就会减少对保健品的消费，从而导致保健

品类公司的产品销售下滑。此时，投资者对所有保健品类公司的未来发展预期就会降低，从而对其导致了

负面影响；第二，由于保健品不是关系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监管部门对其产品的具体成分和功能等并

没有像对食品和药品那样制定详细严格标准。在保健品类企业权健公司出现负面事件情况下，投资者很难

对保健品类公司产品性质做出区分，从而导致负面影响。

（二）“权健事件”对直销类上市公司股价的传导效应分析

首先运用Excel计算直销类公司在“权健事件”发生后不同窗口期的CAR，然后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分别对不同窗口期的CAR进行异于0的单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3。另外，图2也直观地反映了直销

类公司在窗口期〔-10，15〕内AR和CAR的变化趋势。

表3 直销类公司不同窗口期的CAR及其检验结果

窗口期间

〔-10，0〕
〔-10，5〕
〔-10，10〕
〔-10，15〕

0
〔-5，0〕
〔-5，5〕
〔-5，10〕
〔-5，15〕
〔0，5〕
〔0，10〕
〔0，15〕

CAR
0.997***
-2.579*
-3.548

-3.486**
-0.483

-0.484***
-4.061
-5.029*
-4.968**
-4.060

-5.028**
-4.967***

T值

8.172
1.933
-0.895
-2.158

7.919
0.605
-1.826
-3.266
-0.756
-3.191
-5.297

P值

0.000
0.072
0.382
0.041

0.001
0.559
0.088
0.004
0.484
0.010
0.000

图2 直销类上市公司AR和CAR的变化趋势

由表3可知，直销类公司在整个窗口期〔-10，15〕内的CAR显著为负，在公告日后子窗口〔0，5〕、〔0，10〕
和〔0，15〕的CAR均为负值，且子窗口〔0，10〕和〔0，15〕的CAR显著为负。另外，由图2可见，CAR在公告日之

后的前7个交易日内持续走低，并在第7个交易日达到最低（-4.032）。由此可见，“权健事件”的发生在短期

胡 伟，李雅萍，桂书红：“权健事件”的市场传导效应分析

99



2019年11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17卷 第6期

内给直销类上市公司带来了显著负面影响，这也验证了研究假设H2a，而研究假设H2b并没有得到数据上的

支持。

此表现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第一，“权健事件”发生后的第2天即2018年12月27日，天津成立联合调查

组进驻权健公司开展调查，使得该负面事件进一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促使了理性投资者对直销类公

司股票的进一步抛售；第二，由于广大投资者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他们对直销和传销的理解一直比较模糊，

在直销类企业权健公司出现了负面事件后，尤其是媒体不断质疑其为传销公司的情况下，广大投资者就会

把直销类公司解读为传销类公司，从而给其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三）“权健事件”对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股价的传导效应分析

首先运用Excel计算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在“权健事件”发生后不同窗口期的CAR，然后运

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分别对不同窗口期的CAR进行异于0的单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4。另外，图3
也直观地反映了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在窗口期〔-10，15〕内AR和CAR的变化趋势。

表4 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不同窗口期的CAR及其检验结果

窗口期间

〔-10，0〕
〔-10，5〕
〔-10，10〕
〔-10，15〕

0
〔-5，0〕
〔-5，5〕
〔-5，10〕
〔-5，15〕
〔0，5〕
〔0，10〕
〔0，15〕

CAR
4.687***
2.301**
0.888***
-0.174***

0.506
-0.291***
-2.677***
-4.090***
-5.152***
-1.880***
-3.292***
-4.354***

T值

6.099
8.264
8.379
6.927

11.662
11.618
9.037
6.527
6.898
6.420
4.806

P值

0.000
0.01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图3 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AR和CAR的变化趋势

由表4可知，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公司在整个窗口期〔-10，15〕内的CAR显著为负，在公告日后子窗

口〔0，5〕、〔0，10〕和〔0，15〕的CAR均显著为负。另外，由图3可见，CAR在公告日之后的窗口期内持续走低，

并在第15个交易日达到最低（-0.174）。由此可见，“权健事件”的发生在短期内给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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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带来了显著负面影响，该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H3a，而研究假设H3b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原因详

见上文关于“权健事件”发生对主营保健品类和直销类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因受双重因素叠加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受“权健事件”的负面影响应

该比主营保健品类或者直销类上市公司都要大，但通过比较图1、图2和图3中三类公司CAR的走势，不难发

现实际情况是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受到“权健事件”的负面影响却最小，本文认为其主要

原因可能是样本过少（仅哈药集团和东阿阿胶两家）所致。为进一步了解和深入剖析其原因，本研究又专门

绘制了哈药集团和东阿阿胶两家上市公司在窗口期〔-10，15〕内CAR的变化趋势图，详见图4。

哈药集团CAR 东阿阿胶CAR

图4 哈药集团和东阿阿胶CAR的对比变化趋势

由图4可见，哈药股份在公告日之后CAR呈平缓下降趋势，但均为正值，而东阿阿胶在公告日之后CAR
基本呈稳定态势，却均为负值。两家公司虽同为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公司，但为何在“权健事件”后的

CAR走势却如此迥异？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两家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不同所致。“权健事

件”发生之前，东阿阿胶公司负面事件不断，诸如2017年12月7日的“食用明胶、牛皮等原料造假”事件以及

2018年2月27日的“水煮驴皮”等事件。而作为国内老牌保健品行业龙头企业的哈药股份则负面新闻较少，

并不断有参与各类公益活动的正面报道，诸如2017年9月积极参与上证报的慈善公益计划、2018年8月通过

“哈药公益基金会”参与“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公益活动等。由此可见，的确可能是两家公司履行的社会

责任不同导致了它们在“权健事件”后的CAR走势不同。从溢出效应的视角看，“权健事件”对哈药股份呈现

的主要是正面影响，而对东阿阿胶呈现的主要是负面影响，此结论也佐证了部分研究者关于社会责任履行

越好的企业受到丑闻曝光的负面影响越轻的观点[4]。

（四）“权健事件”对控股公司金财互联股价的传导效应分析

首先运用Excel计算金财互联在“权健事件”发生后不同窗口期的CAR，然后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分
别对不同窗口期的CAR进行异于0的单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5。另外，图5也直观反映了金财互联在

窗口期〔-10，15〕内超常收益率R（由于仅有1家公司，不需要计算平均超常收益率AR）和CAR的变化趋势。

由表 5可知，金财互联公司在整个窗口期〔-10，15〕内的CAR显著为负，在公告日后子窗口〔0，5〕、〔0，
10〕和〔0，15〕的CAR大多显著为负。另外，由图5可见，在公告日之后的窗口期内CAR总体上呈持续走低趋

势，并在第8个交易日达到最低（-21.379）。由此可见，“权健事件”的发生在短期内给控股公司金财互联带

来了显著负面影响，该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研究假设H4。即“权健事件”的发生对其控股公司金财互联的影

响主要是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理论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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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控股公司金财互联不同窗口期的CAR及其检验结果

窗口期间

〔-10，0〕
〔-10，5〕
〔-10，10〕
〔-10，15〕

0
〔-5，0〕
〔-5，5〕
〔-5，10〕
〔-5，15〕
〔0，5〕
〔0，10〕
〔0，15〕

CAR
3.652

-14.491
-14.933***
-20.771***

-0.397
5.0741**
-13.069

-13.510***
-19.348***
-18.5403

-18.982***
-24.820***

T值

1.535
-1.354
-3.004
-4.453

3.135
-1.246
-3.090
-4.779
-1.952
-4.548
-7.145

P值

0.156
0.196
0.007
0.000

0.026
0.241
0.007
0.000
0.108
0.001
0.000

R CAR

图5 控股公司金财互联R和CAR的变化趋势

虽然金财互联是一家主营互联网财税服务和热处理设备制造及服务的公司，与主营保健品或直销毫不

相干，并在“权健事件”发生后三次发布公告（2018年12月29日、2019年1月3日、2019年1月8日），宣称权健

公司创始人束昱辉是公司控制人但其并不参与公司经营活动，以撇清其与“权健事件”的关系，但“权健事

件”发生后其窗口期内的CAR仍总体上呈持续走低趋势，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其与控股股东权健公

司创始人束昱辉之间的关系所致。由于金财互联的第六大控股股东是问题公司权健集团创始人束昱辉，基

于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理论，投资者就很容易会把权健集团的诚信问题迁移到金财互联公司身上，从而导致

广大投资者抛售其股票，致使公司在“权健事件”发生后窗口期内的CAR总体上仍持续走低。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权健事件”的市场传导效应分析发现：主营保健品类公司、直销类公司、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

公司及权健集团控股类公司等四类公司在窗口期〔-10，15〕内的CAR均显著为负，其中权健集团控股企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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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互联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主营保健品且为直销类上市公司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小。其原因主要是由溢出

效应和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理论所致。

（二）对策建议

1. 保健品类企业更需注意产品功效的诚信宣传

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社会人口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人口的老龄化直接催

生了保健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保健品类企业也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由于我国保健品行业刚刚起

步，针对保健品的各种质量标准和规范还未健全，巨大的市场利益也使得保健品类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考验。在此情况下，保健品类企业唯有坚守诚信经营理念，坚决杜绝对产品功效的夸大宣传，才能避免类似

权健事件的发生，从而才能既把握住机遇又不致迷失方向，最终才能行稳致远。

2. 直销类企业务必远离传销且守住合法底线

相比传统销售模式，直销模式虽然具有销售成本低、销售速度快以及客户信息反馈及时等优势，但与传

销很容易混淆，而传销又是一种被法律所禁止的非法销售模式，再加之的确有一些不良企业借直销之名行

传销之实，因此，国家对直销企业牌照的发放一直持谨慎态度，直到2006年3月1日，我国才首次发放直销牌

照。2018年12月25日，拥有直销牌照的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夸大产品功效、涉嫌虚假宣传

被自媒体曝光，该事件不仅使其董事长被取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并被刑拘，而且也给直销类上市公司带来

了严重负面影响。因此，直销类企业一定要远离传销、洁身自好，守住合法经营底线。唯有如此，直销类企

业才能健康发展。

3. 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监管部门发挥震慑作用

由于行业协会是一种以自我管理为主的松散型社团组织，且主要是为本行业企业谋取共同利益，因此

在约束与监督本行业企业行为方面往往很难发挥重要作用。但为了维护本行业的长远发展，行业协会应充

分发挥其与政府部门沟通的优势，通过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供行业内违规企业的信息并使其受到应有处罚，

从而对其形成强力协同震慑。只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本行业“害群之马”的出现，从而避免“一损俱损”风

险的发生。

4. 政府监管部门对违规企业必须要及时做出处罚

“权健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2014年央视就曾曝光过权健公司涉嫌传销问题，但公司所在地政府相关

监督部门并没有对权健公司进行及时处罚，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当地政府考虑到权健公司是纳税和

提供就业岗位大户，“投鼠忌器”。但时至今日，“权健事件”的发生不仅使其所在地政府的监管能力受到了

质疑，而且也给整个保健品或直销类行业企业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一定要汲取

教训，对违规企业必须要及时做出处罚，决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利益对其放任和姑息，否则它给社会带来的负

面影响将会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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