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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科士威的大好机会？
“ 现在加盟科士威是一次空前绝

后的大好机会。目前科士威特惠店在
广州、深圳等地已经陆续开始启动，预
计在中国大陆启动5000家加盟店，凡
是科士威会员都可以申请，申请考核
成功后，公司出所有费用，你负责经
营，并且你开发的店铺业绩都属于
你。”科士威工作人员这样介绍道。

据科士威工作人员以及百度百
科等多个网站介绍，科士威公 司
(Cosway)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为4812，科士威在香港的股
票代码为00288。该公司成立于1979
年12月，隶属于马来西亚成功集团辖
下的科士威集团。

本报工作人员登录吉隆坡证券
交易所查询，并未搜索到任何科士威
相关上市信息，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确
有其股票交易信息。

然而，这么一个口号很响亮的公
司，其上海运营中心却让人大跌眼
镜。本报暗访过程中发现，其办公地
点在一栋破旧的大楼内3楼。大楼入
口处堆满了垃圾，楼道布满灰尘。据
了解，整栋楼几乎都是楼下店铺商家
作为仓库使用的，其中堆满了杂乱的
货物。

科士威上海运营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科士威是集大型超市、连锁店、
电子商务、网络人脉于一体的商业模
式。加盟注册，购买商品都可以在网
站上完成，然后由香港公司统一发
货。公司有9大系列的产品，为香水彩
妆、保健与营养、个人护理产品、护肤
产品等。工作人员称，科士威产品齐
全，价格相较于一些大型商超更加大
众化，加盟之后，不愁没客源。在科士
威上海运营中心，本报暗访人员观察
到，产品展示架上的产品大多来源于
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
然而保健品、化妆品都没有国产保健
品、进口保健品、化妆品等批准文号。
科士威工作人员强调，这些不是食品
是保健品。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读
者反映，在其购买的科士威Nn生物
蛋白素外包装上没有见到“ 蓝帽子”
保健食品标志。经本报联系这位热心
读者了解并证实，这罐在科士威官方
购物网站保健与营养栏中的科士威
Nn生物蛋白素确实没有“ 蓝帽子”
保健食品标志。据该热心读者称，在
买该产品的时候对方工作人员就明
确过此款产品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等
保健功效，科士威官网贴出的产品说
明书中也对保健功效有所说明。

对此，本报工作人员咨询了上海
市静安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化
监督科，该科室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目前国内关于保健品认定的相
关法规还没有出台，一般认定市面产
品是否属于保健品的方法主要是看
其包装上是否有“ 蓝帽子”保健食品
标志，如果没有“ 蓝帽子”标志，就属
于食品范畴。

此外，这位热心读者还介绍说，
自己从网站上购买科士威产品时只
有购物收据，并没有索要到发票，对
方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是科士威没
有发票，即使在科士威特惠店，也只
有收据。

必须购买产品才能加盟
科士威工作人员介绍称，科士威

加盟方式有三种，其实就是加盟代理
级别要求的不同，分别 为 500EV，
1000EV，3000EV。一次加盟定终身，
加盟级别是不能升级和做调整的，所
以一定要慎重考虑。想在科士威做
大，就要做尽可能大的模式，这样发

展空间才是最大的，也更容易吸引大
老板来合作，而且优越感是永久性
的。算起来大代理也并不多花钱，因
为尽管额度高一些，但对应的商品也
是更多更超值的。

“ 是不是一定要购买产品才能加
盟呢？”对于本报暗访人员提出的疑
问，科士威工作人员解释称，“ 必须要
购买产品才能加盟，而且必须用你上
级老师的编码进入科士威购物网站，
然后选择指定的特惠配套购买，购买
产品的EV数必须要凑足所需要加盟
级别的EV数才算加盟。”

该工作人员特别指出，“ 需要在
特级购物者特惠配套里选的套装，才
算加盟。在完成购买产品的EV数之
后，购买者就会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
编码，然后就可以用自己的编码组织
团队。团队最基本的组织制度是发展
双轨制。两条轨道上的下属成员所完
成的EV数以一种特定的方法计算出
来的EV数就属于其上级所得EV数，
公司按照这种EV数给下属成员发放
奖金。而在你之下两条轨道上的人数
越多，产生的EV数越多，你拿的奖金
就越多。”

“ 既然产生了上下级的关系，是
不是就涉嫌传销了？” 面对这一问
题，该工作人员忙转移话题：“ 你见
过有这么多品种产品的传 销 公 司
吗？”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区分传销
还是直销并不以是否有多种产品为
依据的。传销是一种通过上下线关系
牟取非法利益的营销模式，单以有多
种产品作为判断不是传销公司的依
据，这是不正确的。

科士威模式受质疑
提起如何在这种组织模式下获

利，该工作人员则显得异常激动，称科
士威奖金制度有7大优点：双轨制，一
开始都只做两条线就可有奖金，由于
不用开太多横排，所以走得会更快。
太阳线，在走稳两条的基础上，可以
分出很多条线。允许发展得更广，获
得更高的收入。无限代，不论间隔多
少代，业绩都完全累加，故每位都在
自己上面所有人的帮助范围。无压
力，没有业绩压力，无需积压货物，消
费完全自由，兼职专职均可。不封顶，
能力有多大，可以尽情发挥，业绩能
做多高收入就能拿多高。可遗传，留
给后代一份源源不断的每月收益比
留给一份固定资产强千百倍。最主要
的是，因为结构同时具备深度和宽
度，收入可以更稳定。该工作人员继
续解释，因为只能用身份证注册会
员，所以每个人只有一次注册机会。
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懂直销行业的人
都知道，可以使用家人的身份证一共
申请3个编码，其他两个编码在自己的
编码之下，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自己第
一笔奖金到手，同时3个编码每个都能
继续发展两个下行编码，以此类推。

按照该工作人员的说法，加盟代
理级别为500EV的情况下，需要购买
特惠配套产品价格为4000元左右，当
月所得奖金为25美金。如果当月下线
完成的业绩达到20000EV，该加盟者
就能领取3900美金的奖金。加盟代理
级别为1000EV的情况下，需要购买特
惠 配 套 产 品 价 格 为 8000 元 左 右 ，
3000EV则需要购买24000元的特惠配
套产品。“ 如此一来，岂不是相当于间
接收取加盟费了？”对此，该工作人员
表示，科士威不同于安利、康宝莱等公
司。据了解，康宝莱公司注册需要收取
100元资料费，而科士威收取的只是购
买产品的费用，产品并不一定要出售，
自己及家人也可以使用。简单来说，科
士威盈利模式是一种边投资边消费的
理想模式，在轻松购物的同时获得下
属人员购物的奖励，而且办公地点轻
松自如，只需要有网络，在哪都行。

业内人士表示，只要有规定组织
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被发展
人员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或
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 给 付 报
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

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
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
社会稳定的任何行为都属于传销。

根据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
《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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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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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将至，本报各专刊将陆续开
通消费者投诉热线，开辟维权专版，维
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近期多次接到读者对沪上的
医疗美容整形医院涉嫌误导消费，乱
收费以及患者对手术效果很不满意等
投诉。

同时在今年年初陆续接到读者对
康宝莱（ 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涉嫌
夸大宣传和虚假广告等情况的反映。

本报通过调查发现部分情况属
实，并将对以上投诉情况进行持续深
入的调查和跟踪报道。

为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揭露各
行各业的违法违规现象，特向曾经有
过类似经历的读者征集相关线索，一
经查实，本报将予以曝光！

投诉热线：61933206 13585746813

眼下，“ 科士威是传
销吗”、“ 科士威免费开
店 ”、“ 科 士 威 产 品 加
盟” 等语句充斥于百度
网页及各大直销论坛，
引发媒体关注。科士威
带来的究竟是新营销模
式抑或是其背后隐藏着
更深层次某种模式，带
着这样的疑问，本报进
行了一次暗访调查。

本版撰文 浩文

2011年，科士威在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等地就曾多次因广告违
规和食品安全等原因遭媒体曝光
并遭相关职能主管部门处罚。

而在杭州科士威也遭市民投
诉，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给出回
复内容：“ 有关科士威公司的投
诉，前两年很多。该公司网上宣传
内容涉嫌传销，由于服务器在境
外，我们暂无法处理。提醒用户谨
防上当受骗。”

对于科士威事件本报将继续
予以关注。

新营销模式背后隐藏的传销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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