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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购物服务测评报告 

电视购物从 1992 年进入我国，因具有效果可视、足不出户、媒

体参与等特点，受到不少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的喜爱。随着我

国三网融合提速，数字电视、智能电视普及率提高和专业家庭购物频

道快速发展，我国电视购物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在电视

购物行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一些电视购物产品的宣传信息、

质量状况和售后服务情况受到消费者的质疑。从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

费者投诉咨询情况来看，反映电视购物服务中存在的夸大宣传、虚假

宣传、商品质量低劣、售后服务差等问题较为集中，老年消费者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情况较为突出。 

为了加强对电视购物行业的社会监督，推动电视购物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2015年 7-10月组织开展了电视购物服务

测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由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于 7-8月

对 33 家卫视购物栏目1和 12 家专业购物频道2进行电视购物宣传信息

录制，并根据宣传信息现场订购产品并体验售后服务。同时，根据相

关产品的宣传重点和产品功能特点，于 8-9月委托专业机构就一些与

消费者关系密切的指标进行了测试。活动还于 9-10月组织相关广告、

法律专家对电视购物宣传信息进行了评审。 

                                                             
1
本次测评活动涉及北京卫视、天津卫视、河北卫视、山西卫视、内蒙古卫视、辽宁卫视、吉林卫视、黑龙

江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江西卫视、东南卫视、山东卫视、河南卫视、湖北

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广西卫视、旅游卫视、重庆卫视、四川卫视、贵州卫视、云南卫视、西藏卫

视、陕西卫视、甘肃卫视、青海卫视、宁夏卫视、新疆卫视、兵团卫视、深圳卫视等 33 个地方卫视。 
2
本次测评活动涉及环球购物、家有购物、风尚购物、三佳购物、快乐购、中视购物、央广购物、优购物、

家家购物、东方购物、好享购物、好易购等 12 家专业购物频道。 



2 
 

根据测评结果，专业购物频道服务要比电视购物频道服务相对规

范。主要测评结果如下： 

一、电视购物售后服务体验情况 

目前，电视购物产品主要通过卫视购物栏目、专业购物频道渠道

销售。本活动对所购样品进行了七天无理由退货服务体验（不含赠品

及声明外省或无质量问题不退样品）。共对 104 款样品（含卫视购物

栏目 58款、专业购物频道 46款）进行了退货服务体验。体验结果显

示，卫视购物栏目有 43 款未成功退货，专业购物频道有 4 款未成功

退货（详见表 1）。此外，还对产品订购服务情况、购物票据提供情

况、个人信息保护情况等进行了体验，并就测评结果向相关单位进行

了反馈。主要问题如下： 

1.卫视购物栏目购物发票和购物单据缺失严重。一是发票缺失严

重。统计结果显示，有 48 款卫视购物栏目样品没有提供购物发票。

二是多数卫视购物栏目样品不提供购物单据。未提供购物发票的样品

中，有 33款3没有提供购物清单、发货单或收据等购物单据。缺乏购

物发票、购物单据等购物凭证，一方面增加了消费者退货难度，另一

方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不利于消费者依法

维权。 

                                                             
3
包括黑五类福寿汤（天津卫视）、百花净斑汤（天津卫视）、一灸瘦（内蒙古卫视）、黑三宝（内蒙古卫视）、

LR-月之谜（辽宁卫视）、21 天快捷练字法（东南卫视）、白云山牌舒筋健腰丸（山东卫视）、姜大夫灵耳通

（河南卫视）、陈克正高效学习法（慧学通）（湖北卫视）、治骨秘方（7 天用药+书）（广东卫视）、腰突换

骨方（广东卫视）、天添健（冬虫夏草）（广西卫视）、双星名人八超老人鞋（广西卫视）、海参（旅游卫视）、

面膜机（旅游卫视）、长白山老古方治疗膝关节（贵州卫视）、华虹助听器（云南卫视）、足力键鞋子（西藏

卫视）、滴耳油（西藏卫视）、衡和牌铁皮枫斗胶囊（陕西卫视）、皮肤衣（甘肃卫视）、杉杉四件套（甘肃

卫视）、女裤（甘肃卫视）、染发产品（藤井）（青海卫视）、魔法清烟器（青海卫视）、艾笛生助听器（青海

卫视）、活益康益生菌（宁夏卫视）、古方泡脚（新疆卫视）、名医补肾（八宝强肾汤）（新疆卫视）、夏新平

板电脑（新疆卫视）、抹药老方（兵团卫视）、手机+手表+话费（新疆卫视）、云南白药千草美姿（深圳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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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卫视购物栏目购物服务接洽难、落实服务更难。一是多数卫视

购物栏目购物流程繁琐，没有明确专门售后服务电话。目前卫视购物

栏目购物流程大多分拨打热线、电话回拨、物流确认三个步骤。消费

者需要联系售后服务时，往往要在拨打电话后要求等候回复，截至体

验期结束，仍有 15款样品（均为卫视购物栏目样品）4没有接到回复

电话。二是违规拒绝退货问题多。在体验保健食品退货服务时，一些

卫视购物栏目样品声称所售保健食品是为特定病人定制的商品，不享

受七天无理由退货服务；还有的要求消费者使用无效后再申请退货，

或者推脱需要向领导申请等，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3.专业购物频道样品执行“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问题多。本次

活动还对专业购物频道“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执行情况进行了体验。

其主要问题有：一是可通过网上订货但不能网上退货。本次体验的

12 家专业购物频道均可以通过网站订购，但消费者要求退货时只能

通过电话渠道。二是擅自扩大七天无理由退货除外商品范围。本次体

验的 12 家专业购物频道均不同程度的存在此类问题，个别网站将明

显应纳入“七天无理由退货”产品（如数码产品）归入不退产品范围。

三是个别专业购物频道擅自规定将产品有无体验期作为能否享受退

货的前提条件。一旦样品属于经营者规定的没有体验期的产品，则不

允许消费者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如好享购物）。四是擅自规定

产品无质量问题不退。从体验结果来看，相对于卫视购物栏目，专业

                                                             
4
具体为百花净斑汤（天津卫视）、御金方茶（吉林卫视）、睡觉瘦身法（东南卫视）、曹清华薏辛除湿止痛

胶囊（山东卫视）、姜大夫灵耳通（河南卫视）、治骨秘方（广东卫视）、腰突换骨方（广东卫视）、皙色

祛斑膏（广西卫视）、海参（旅游卫视）、足力键鞋子（西藏卫视）、衡和牌铁皮枫斗胶囊（陕西卫视）、

艾笛生助听器（青海卫视）、活益康益生菌（宁夏卫视）、名医补肾/八宝强肾汤（新疆卫视）、抹药老方（兵

团卫视）等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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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频道服务相对规范，但也有个别专业购物频道网站规定跨省需先

汇款后发货且跨省订单无质量问题不予退货（如好易购）。 

4.部分电视购物商家物流信息缺失较多。测评活动还对商家的发

货物流单信息提供情况进行了统计。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发货物流单

信息不全，一些商家填写发货人不用实名而用网名或者简写为某先生

或某小姐。调查结果显示，有 19款卫视购物栏目样品5缺失消费者应

知悉的关键信息（如发货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5.电视购物个人信息保护存隐忧。测评活动中，工作人员购买保

健食品样品后，不断接到以电话或者短信方式进行同类产品或第二个

疗程的推销，消费者明确拒绝后，仍然受到骚扰，如一灸瘦（内蒙古

卫视）、御金方茶（吉林卫视）、睡觉瘦身法（东南卫视）样品等。此

类情况，有的以“某某协会”名义进行推销，有的持续赠送免费期刊，

还有的如不断接到腰突换骨方（广东卫视）样品商家电话询问使用效

果，在说明使用无效要求退款后，再无音信。 

6.少数电视购物媒体信息反馈情况差。测评活动中，针对发现的

所有问题均一对一地向相关电视购物媒体（卫视购物栏目或专业购物

频道）进行了书面反馈。多数单位信息反馈及时，能认识到测评活动

所反映的问题，或已于新《广告法》实施前主动进行了整改，或在接

到中消协书面反馈信息后，采取了删减、停播等相关措施，并承诺按

照新的法律规定审核宣传信息，杜绝出现违法违规宣传情况。然而，

                                                             
5
具体为稀土银屑（河北卫视）、面膜（山西卫视）、一灸瘦（内蒙古卫视）、黑三宝（内蒙古卫视）、御金方

茶（吉林卫视）、睡觉瘦身法（东南卫视）、玉壶（湖北卫视）、6 降快瘦汤（广东卫视）、天添健（冬虫夏

草）（广西卫视）、面膜机（旅游卫视）、长白山老古方治疗膝关节（贵州卫视）、滴耳油（西藏卫视）、艾笛

生助听器（青海卫视）、染发产品（藤井）（青海卫视）、魔法清烟器（青海卫视）、苗红盐藻（宁夏卫视）、

古方泡脚（新疆卫视）、青春无痕（欣雅芙）（新疆卫视）、手机+手表+话费（新疆卫视）等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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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一些卫视购物栏目（如北京卫视、河北卫视、山西卫视、

内蒙古卫视、河南卫视、湖北卫视、江西卫视、广东卫视、广西卫视、

云南卫视、甘肃卫视、青海卫视等）和专业购物频道（如风尚购物等），

截至 10月中旬仍无任何回应。少数卫视购物栏目（如重庆卫视、山

东卫视、深圳卫视）也仅让相关商家与中消协取得联系。 

二、电视购物样品部分指标测试和查验情况 

测试和查验工作主要针对电视购物宣传信息中有关保健食品6、

保健用品7、化妆品8、服装家纺9、家用电器10、锅具（非电器类）11、

珠宝12、净化产品（非电器类）13、助听器14等类型中的中低价位产品

进行了样品采购，并委托专业实验室对样品进行测试。测试指标项目

选择主要参考产品特点和宣传重点。本次测试结果仅对样品测试指标

结果负责，不对样品整体质量状况负责。共测试了 118款样品，其中，

卫视购物栏目 63 款，专业购物频道 55 款。根据测试结果，10 款卫

视购物栏目样品部分指标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7款专业购物频道样

品部分指标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详见表 2）。主要问题如下： 

                                                             
6
保健食品主要测试指标为：重金属（铅、砷、汞、镉）、霉菌、大肠杆菌、菌落总数等指标以及与相关产

品对应的特征指标。 
7保健用品主要测试指标为：重金属（铅、砷、汞、镉）、霉菌等指标以及与相关产品对应

的特征指标。 
8
化妆品主要测试指标为：重金属（铅、砷、汞）、甲醇等指标以及与相关产品对应的特征指标。 

9
服装家纺主要测试指标为：甲醛、色牢度、pH 值、铅、铬、偶氮染料、异味等。 

10
家用电器主要测试指标为：输入功率和电流、内部布线、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标志和说明、稳定性和

机械危险、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外部导线用接地端子、机械强度、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等。 
11
锅具（非电器类）主要测试指标为：标志和说明、稳定性和机械危险、机械强度、内部布线、结构、螺

钉和连接等。 
12
珠宝主要测试指标为：材质所对应的特征指标。 

13
净化产品（非电器类）主要测试指标为：整机卫生安全、出水水质和净化效率。 

14
助听器主要测试指标为：最大 OSPL90、高频平均值 OSPL90、满档声增益、等效输入噪声级、总谐波失真、

频响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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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相关证件过期或不符。如“邦瑞特防脱育发膏”（贵州卫

视）样品批件过期，“稀土银屑”（河北卫视）样品和“穴位降压贴”

（陕西卫视）样品的注册证号类别不符。“V_Hair韩方即时遮盖焗油

膏”（优购物）样品的批准文号类别不符等。 

2.产品标示或代号缺失。如“四大名著金币”（黑龙江卫视）样

品无厂家代号、材料名称、纯度印记，“夏开仓-满天星银镀金时尚手

镯”（家家购物）样品无厂商代号印记。 

3.样品部分指标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一是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

相关标准。“御金方茶”（吉林卫视）样品的重金属铅超标，微生物指

标霉菌和酵母超标，功效成分茶多酚含量低于标签标注值。二是安全

指标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东菱微电脑多功能面包机”（三佳购物）

样品的输入功率和电流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三是功能指标不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艾笛生助听器”（青海卫视）样品的满档声增益、等效

输入噪声级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三、电视购物宣传信息评价情况 

在电视购物宣传信息录制时间段内，除上海东方卫视、江苏卫视、

浙江卫视、湖南卫视、安徽卫视等 5家未发现电视购物宣传信息，其

余卫视购物栏目和专业购物频道均录制了相关宣传信息。测评活动共

录制卫视购物栏目宣传信息 64条、专业购物频道宣传信息 56条。经

过专家评审15（详见表 1），62 条卫视购物栏目宣传信息和 49 条专业

                                                             
15
因所有宣传信息录制均在 2015 年 9 月 1 日前完成，此项评价意见均参考《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电视购物频道建设和

管理的意见》、《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原《广告法》等法律规定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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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频道宣传信息均不同程度存在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规范性

文件的问题。典型问题类型如下： 

1.介绍药品、性保健用品和丰胸、减肥产品，涉嫌违反《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

目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如“抹药老方”（兵团卫视）、

“睡觉瘦身法”（东南卫视）、“男人菜”（新疆卫视）等宣传信息。 

2.使用公众人物形象或以医生和患者的名义进行功效宣传，

涉嫌违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如“6降快瘦汤”

（广东卫视）、“姜大夫耳通灵”（河南卫视）、“亮甲”（黑龙江卫

视）等宣传信息。 

3.使用极端化、绝对化语言，涉嫌违反原《广告法》第七条

（新《广告法》第九条）的规定。如“治骨秘方”（广东卫视）、

“一品天香盛世五福名木套组”（风尚购物）、“品斛堂高原生态

石斛 50g组”（好享购物）、“赛普瑞斯双面煎不粘锅具套组”（环

球购物）等宣传信息。 

4.叫卖式夸张语调宣传商品，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

件。如“魔法清烟器”（青海卫视）、“穴位降压贴”（陕西卫视）、

“云南白药千草美姿”（深圳卫视）等宣传信息。 

5.未标明药品广告批准文号，涉嫌违反《药品广告审查发布

标准》第七条的规定，如“滴耳油”（江西卫视）宣传信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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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信息还宣称“国家特批外用治耳特效药”，涉嫌欺骗误导公

众。 

6.保健食品、化妆品宣传信息中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与药品

混淆的用语，涉嫌违反原《广告法》第十九条（新《广告法》第

十七条）的规定。如“欣雅芙祛斑膏”（江西卫视）、和于泰牌辅

助降血糖片（江西卫视）、治骨秘方（广东卫视）等宣传信息。 

7.以新闻报道、百姓故事或科普宣传形式发布广告，看似新

闻，实则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新《广告法》第

十四条）等规定。如黑五类福寿汤（天津卫视）等宣传信息。 

8.涉嫌违法违规信息同期多台出现。如“6降快瘦汤”该产

品分别在广东卫视及天津卫视、河北卫视、江西卫视、广西卫视

等同期播出。其他如五行排毒、一灸瘦、古方泡脚、名玉手串、

各类宝玺等产品宣传信息，也存在多台播放的情况。 

此外，还有部分宣传信息存在使用主持人做宣传，未标明商

品销售企业名称，使用数据、统计资料未标明出处，没有明确赠

品的规格、型号等问题，也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四、意见和建议 

1.加强电视购物行业监管，抓紧构建电视购物行业监管协作机

制。测评结果显示，部分电视购物产品质量问题堪忧，特别是一

些产品夸大虚假宣传问题突出，一些经营者无视消费者依法享有

的退货权利，以及部分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不当骚扰，严重损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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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电视购物行业产业链条长，涉及工商、

质检、食药监、广电、邮政、电信等诸多监管部门，为此，建议

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依法查处电视购物

行业中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一步规范和净化电视购物市场

秩序，成为广大消费者安心、放心、舒心消费的坚强后盾。 

2.建立问题可追溯机制，尽快落实电视购物行业经营者实名

制。电视购物行业不同于实体店购物，通过电视购物购买产品时，消

费者无法亲身感受所购产品的实际状态，经营者向消费者明示相关信

息，将有利于与消费者的及时沟通。测评结果显示，一些电视购物经

营者在与消费者交易过程中，不提供消费者必要知悉的相关产品信息

和经营信息，妨碍了消费者依法行使合法权益和维护正当利益。为此，

建议抓紧出台符合电视购物监管工作需要的配套措施规定，落实电视

购物行业经营者实名登记、明示制度，为广大消费者表达诉求、行使

权利提供必要渠道，也方便经营者接受社会监督。 

3.强化电视购物宣传信息的审查力度，努力塑造客观公正权威的

媒体形象。目前，电视购物节目大多依托卫视频道或卫视所属的专业

频道播放。测评结果表明，即使按照原《广告法》及相关规定衡量，

绝大多数电视购物宣传信息也不同程度涉嫌违法违规情况，很多宣传

信息违法违规情况严重，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新《广告

法》已于 2015年 9月 1日起实行，相关规定更加细致和严格。在此，

我们呼吁广大媒体，要严把宣传信息播出的审查关口，不让违法

违规广播出现在大众传媒上，要努力塑造客观公正权威的媒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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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要为了不当商业利益沦为不法经营者的帮凶。同时也希望

广大媒体继续拓宽公众监督渠道，让信息反馈和投诉处理更加顺

畅便捷。 

4.强化电视购物风险防范意识，依法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咨询情况，以及本次测评

反映的有关问题，目前一些卫视购物栏目播出的电视购物宣传信

息、产品质量及相关售后服务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中小

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涉嫌违法违规的电视购物宣传信息数量众

多、影响恶劣。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参与电视购物时，一

是强化风险防范意识，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不要轻信任何保健食

品的疗效宣传，也不要被低价或各种承诺所诱惑；二是主动索取购

物凭证并做好证据留存，以备不时之需；三是合法权益一旦受到

损害，要积极主动维权，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5.鼓励公众和社会参与，努力实现电视购物消费维权社会共

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电视购物在我国是

一个新兴行业，要走规范发展的道路，希望行业从回应消费者关切、

适应消费者需求、顺应消费者期盼的方向进行改革创新。同时，也呼

吁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电视购物行业，努力打造行政监管、行业自律、

企业自觉、群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电视购物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平台，

共同推动我国电视购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消费者营造安心、舒

适、便捷的电视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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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法律规定链接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广电总

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广电总

局关于电视购物频道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

告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http://www.maigoo.com/news/373857.html
http://www.gov.cn/flfg/2009-09/10/content_1414069.htm
http://www.gov.cn/fwxx/bw/spypjgj/content_505647.htm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3/24526.html
http://www.ahgd.gov.cn/web_content.php?id=5641
http://www.ahgd.gov.cn/web_content.php?id=5641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12/15/content_19071085_3.htm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12/15/content_19071085_3.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0999953.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0999953.html
http://www.zjgs12315.gov.cn/ShowDetail.aspx?type=3&code=004005002&id=95000265
http://www.sarft.net/a/139349.aspx
http://www.sarft.net/a/139349.aspx
http://www.sarft.net/a/13934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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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视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情况一览表 

序号 样品名称 信息播放单位 退货结果及原因 

1 莎普爱思滴眼液 北京卫视 退货顺利 

2 黑五类福寿汤 天津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3 百花净斑汤 天津卫视 退货不成功，在电话承诺回复的时间内未回复 

4 吃货三国巴蜀烧菜系列牛肉罐头 山西卫视 退货顺利 

5 面膜 山西卫视 退货顺利 

6 精品旅行箱 山西卫视 退货顺利 

7 一灸瘦 内蒙古卫视 退货不成功，客服人员称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 

8 黑三宝 内蒙古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9 LR-月之谜 辽宁卫视 退货不成功，声称不支持无理由退货 

10 肠胃保健（A 态基源胶囊） 吉林卫视 退货顺利 

11 御金方茶 吉林卫视 退货不成功，等待电话回复 

12 亮甲 黑龙江卫视 退货顺利 

13 四大名著金币 黑龙江卫视 退货不成功，快递员告知签收后不可退 

14 睡觉瘦身法 东南卫视 退货不成功，电话打过去是电话录音，等回复 

15 21 天快捷练字法 东南卫视 退货不成功，等老师回电 

16 欣雅芙祛斑膏 江西卫视 退货不成功，电话无人接听，不能退货 

17 鸿茅药酒 山东卫视 退货不成功，声称为厂商送货，不能退 

18 白云山牌舒筋健腰丸 山东卫视 退货不成功，商家称不能退货 

19 曹清华薏辛除湿止痛胶囊 山东卫视 退货不成功，在电话承诺回复的时间内未回复 

20 姜大夫灵耳通 河南卫视 退货不成功，须服用半个月证明无效 

21 玉壶 湖北卫视 退货不成功，规定签收后不可退 

22 陈克正高效学习法 湖北卫视 退货不成功，声称为电话教学，不能退 

23 6 降快瘦汤 广东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服务电话为空号 

24 治骨秘方 广东卫视 退货不成功，声称从未有退货情况，要请示领导，再无回复 

25 腰突换骨方 广东卫视 退货不成功，声称需请示领导，再无回复 

26 天添健（冬虫夏草） 广西卫视 退货不成功，须证明产品有问题才能退货 

27 皙色祛斑膏 广西卫视 退货不成功，等医生回电，再无回复 

28 双星名人八超老人鞋 广西卫视 退货顺利 

29 海参 旅游卫视 退货不成功，在电话承诺回复的时间内未回复 

30 面膜机 旅游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31 coach 手表 旅游卫视 退货不成功，快递员告知签收后不可退 

32 韩束魔力出水 BB 霜 重庆卫视 退货顺利 

33 SKINLADY 瑾兰修护膏 重庆卫视 退货顺利 

34 挂烫机 重庆卫视 退货顺利 

35 纳豆菌+纳豆机 重庆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36 变通通便胶囊 四川卫视 退货不成功，在电话承诺回复的时间内未回复 

37 邦瑞特防脱育发膏 贵州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38 长白山老古方治疗膝关节 贵州卫视 退货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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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华虹助听器 云南卫视 退货不成功，声明无质量问题不退 

40 足力键鞋子 西藏卫视 退货不成功，在电话承诺回复的时间内未回复 

41 滴耳油 西藏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42 衡和牌铁皮枫斗胶囊 陕西卫视 退货不成功，在电话承诺回复的时间内未回复 

43 皮肤衣 甘肃卫视 退货不成功，涉嫌故意推延到超过无理由退货期限 

44 杉杉四件套 甘肃卫视 退货顺利 

45 女裤 甘肃卫视 退货顺利 

46 染发产品（藤井） 青海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47 魔法清烟器 青海卫视 建议继续使用，不能退货。 

48 艾笛生助听器 青海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已停止使用 

49 活益康益生菌 宁夏卫视 退货不成功，在电话承诺回复的时间内未回复 

50 苗红盐藻 宁夏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51 古方泡脚 新疆卫视 退货不成功，在电话承诺回复的时间内未回复 

52 青春无痕（欣雅芙） 新疆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服务电话为空号 

53 名医补肾（八宝强肾汤） 新疆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退货电话为录音电话，没有收到回复 

54 平板电脑 新疆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55 手机+手表+话费 新疆卫视 退货不成功，提供的电话多次无人接听 

56 抹药老方 兵团卫视 退货不成功，等医生回电 

57 云南白药千草美姿 深圳卫视 退货顺利 

58 五行排毒（绿瘦） 深圳卫视 退货顺利 

59 HAPPYCALL 双面气压锅 东方购物 退货顺利 

60 奔腾智能电压力锅 PPD515 东方购物 退货顺利 

61 米娜经典印花打底裤 东方购物 退货顺利 

62 SIMELO 印象京都系列保温壶 东方购物 退货顺利 

63 飞利浦迷你随行搅拌杯 东方购物 退货顺利 

64 白玉兰冰丝席 风尚购物 退货顺利 

65 韩国 CLARA 果蔬原汁机 风尚购物 退货顺利 

66 水心花经典女士假两件 风尚购物 退货顺利 

67 品斛堂高原生态石斛 好享购物 退货不成功，声称没有体验期，不能退货 

68 精谛三合一营养料理机 好享购物 退货不成功，声称没有体验期，不能退货 

69 老工匠盛世花开全棉礼包 好享购物 退货顺利 

70 韩国 CLARA 破壁营养萃取机 好享购物 退货不成功，声称没有体验期，不能退货 

71 安妮多彩珠宝彩珠组 好享购物 退货不成功，声称没有体验期，不能退货 

72 迪菲怡个性舒适女裤 环球购物 退货顺利 

73 赛普瑞斯双面煎不粘锅具 环球购物 退货顺利 

74 美纤堂天然果蔬酵素 环球购物 退货顺利 

75 艾兰得氨糖软骨素 环球购物 退货顺利 

76 蔻缇淡斑无瑕雪白霜 环球购物 退货顺利 

77 金盏阿胶糕 家家购物 退货顺利 

78 锦蚕欧饬美床品四件套 家家购物 退货顺利 

79 韩国染发特惠组（艾尚彩） 家家购物 退货顺利 



14 
 

80 拉链式无感内衣 家家购物 退货顺利 

81 夏开仓-满天星银镀金时尚手镯 家家购物 退货顺利 

82 韩式竹纤维清洁巾闪购组 家有购物 退货顺利 

83 凯特之恋绣花丝绒长衫 家有购物 退货顺利 

84 闰婷时尚立体时装女裤 家有购物 退货顺利 

85 普乐途女士多功能休闲鞋 家有购物 退货顺利 

86 AMPM 维他命 A 紧提抗皱精露 快乐购 退货顺利 

87 唐宁真压力营养电压力锅 快乐购 退货顺利 

88 台湾永信益生菌健康纤体组 快乐购 退货顺利 

89 藤井焗油染发膏 快乐购 退货顺利 

90 韩国 GUMZZI 魅惑蕾丝无感内衣 快乐购 退货顺利 

91 东菱微电脑多功能面包机 三佳购物 退货顺利 

92 九阳压力锅 50YS21 三佳购物 退货顺利 

93 九阳保温豆浆机 三佳购物 退货顺利 

94 雅鹿自由自在蕾丝聚拢无痕内衣 三佳购物 退货顺利 

95 娇诗婷高腰束腹裤 三佳购物 退货顺利 

96 NinaLeonard 两件套基础短袖上衣 央广购物 退货顺利 

97 N.L 针织两件套上衣 央广购物 退货顺利 

98 朗博飞典雅厨房不粘锅 央广购物 退货顺利 

99 韩国新款美唇双色口红 央广购物 退货顺利 

100 缦霖全效眼部抗皱尊享套 优购物 退货顺利 

101 阙兰绢小雏菊 100%蚕丝内裤 优购物 退货顺利 

102 V_Hair 韩方即时遮盖焗油膏 优购物 退货顺利 

103 AFELEIA 深层滋养修护足膜 优购物 退货顺利 

104 御泥坊黑玫瑰蚕丝面膜 优购物 退货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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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视购物样品部分指标测试情况一览表 

序号 样品名称 样品类别 信息播放单位 部分指标测试结果 

1 莎普爱思滴眼液 保健品 北京卫视 未发现问题 

2 黑五类福寿汤 保健品 天津卫视 未发现问题 

3 百花净斑汤 保健品 天津卫视 未发现问题 

4 中科超能虾青素 保健品 河北卫视 未发现问题 

5 稀土银屑 保健品 河北卫视 注册证号类别不符 

6 
吃货三国巴蜀烧菜系列牛

肉罐头 
食品 山西卫视 未发现问题 

7 面膜 化妆品 山西卫视 未发现问题 

8 精品旅行箱 生活用品 山西卫视 未发现问题 

9 氨糖 保健品 内蒙古卫视 未发现问题 

10 一灸瘦 保健品 内蒙古卫视 未发现问题 

11 黑三宝 保健品 内蒙古卫视 未发现问题 

12 LR-月之谜 化妆品 辽宁卫视 未发现问题 

13 肠胃保健（A 态基源胶囊） 
保健品（药

品） 
吉林卫视 未发现问题 

14 御金方茶 保健品 吉林卫视 
重金属铅超标，微生物指标霉菌和酵母超标，功

效成分茶多酚含量低于标签标注值 

15 亮甲 保健品 黑龙江卫视 未发现问题 

16 四大名著金币 珠宝 黑龙江卫视 无厂家代号、材料名称、纯度印记 

17 睡觉瘦身法 保健品 东南卫视 未发现问题 

18 欣雅芙祛斑膏 保健品 江西卫视 未发现问题 

19 和于泰牌辅助降血糖片 保健品 江西卫视 未发现问题 

20 鸿茅药酒 保健品 山东卫视 未发现问题 

21 白云山牌舒筋健腰丸 药品 山东卫视 未发现问题 

22 曹清华薏辛除湿止痛胶囊 非处方药 山东卫视 未发现问题 

23 姜大夫灵耳通 保健品 河南卫视 未发现问题 

24 老花镜 保健品 河南卫视 未发现问题 

25 玉壶 珠宝 湖北卫视 
名称不规范，三个玉壶检验结论分别为大理石

玉、蛇纹石玉、蛇纹石化大理石玉（蓝田玉） 

26 6 降快瘦汤 保健品 广东卫视 未发现问题 

27 治骨秘方（7 天用药+书） 保健品 广东卫视 未发现问题 

28 腰突换骨方 保健品 广东卫视 未发现问题 

29 天添健（冬虫夏草） 保健品 广西卫视 未发现问题 

30 皙色祛斑膏 保健品 广西卫视 未发现问题 

31 双星名人八超老人鞋 保健品 广西卫视 未发现问题 

32 海参 保健品 旅游卫视 检出食品不可添加物质硫酸铝钾（以铝计） 

33 面膜机 保健品 旅游卫视 未发现问题 

34 coach 手表 珠宝 旅游卫视 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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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SKINLADY 瑾兰修护膏 化妆品 重庆卫视 未发现问题 

36 挂烫机 生活用品 重庆卫视 未发现问题 

37 纳豆菌+纳豆机 保健品 重庆卫视 未发现问题 

38 韩束魔力出水 BB 霜 化妆品 重庆卫视 未发现问题 

39 变通通便胶囊 保健品 四川卫视 未发现问题 

40 邦瑞特防脱育发膏 保健品 贵州卫视 批件过期 

41 长白山老古方治疗膝关节 保健品 贵州卫视 未发现问题 

42 华虹助听器 保健品 云南卫视 未发现问题 

43 足力键鞋子 保健品 西藏卫视 未发现问题 

44 滴耳油 药品 西藏卫视 未发现问题 

45 衡和牌铁皮枫斗胶囊 保健品 陕西卫视 
重金属砷超标，微生物指标大肠菌群、菌落总数、

霉菌和酵母菌超标 

46 穴位降压贴 保健品 陕西卫视 注册证号类别不符 

47 皮肤衣 服装 甘肃卫视 未发现问题 

48 杉杉四件套 家纺 甘肃卫视 未发现问题 

49 女裤 衣服 甘肃卫视 未发现问题 

50 染发产品（藤井） 保健品 青海卫视 未发现问题 

51 魔法清烟器 保健品 青海卫视 未发现问题 

52 艾笛生助听器 保健品 青海卫视 满档声增益、等效输入噪声级不符合相关标准 

53 活益康益生菌 保健品 宁夏卫视 双歧杆菌含量低于标注值 

54 苗红盐藻 保健品 宁夏卫视 未发现问题 

55 古方泡脚 保健品 新疆卫视 未发现问题 

56 青春无痕（欣雅芙） 保健品 新疆卫视 未发现问题 

57 名医补肾（八宝强肾汤） 保健品 新疆卫视 未发现问题 

58 男人菜 保健品 新疆卫视 未发现问题 

59 平板电脑 电脑 新疆卫视 未发现问题 

60 手机+手表+话费 手机 新疆卫视 未发现问题 

61 抹药老方 保健品 兵团卫视 未发现问题 

62 五行排毒（绿瘦） 保健品 深圳卫视 未发现问题 

63 云南白药千草美姿 保健品 深圳卫视 未发现问题 

64 
HAPPYCALL 双面气压锅

超值劲爆装  
厨具 东方购物 未发现问题 

65 
奔 腾 智 能 电 压 力 锅

PPD515 
家用电器 东方购物 未发现问题 

66 米娜经典印花打底裤 衣服 东方购物 未发现问题 

67 
SIMELO 印象京都系列保

温壶 
厨具 东方购物 未发现问题 

68 
飞利浦迷你随行搅拌杯 

HR2872  
厨具 东方购物 未发现问题 

69 白玉兰冰丝席 家纺 风尚购物 未发现问题 

70 韩国 CLARA 果蔬原汁机 家用电器 风尚购物 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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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水心花经典女士假两件 衣服 风尚购物 未发现问题 

72 一品天香盛世五福名木 珠宝 风尚购物 未发现问题 

73 品斛堂高原生态石斛 保健品 好享购物 未发现问题 

74 精谛三合一营养料理机 厨具 好享购物 未发现问题 

75 
老工匠盛世花开全棉礼包

狂欢价 
家纺 好享购物 未发现问题 

76 
韩国 CLARA 破壁营养萃

取机 
厨具 好享购物 输入功率和电流不符合相关标准 

77 安妮多彩珠宝彩珠组 珠宝 好享购物 未发现问题 

78 春天瑞朵无痕舒适内衣 衣服 好易购 未发现问题 

79 迪菲怡个性舒适女裤 衣服 环球购物 未发现问题 

80 赛普瑞斯双面煎不粘锅具 厨具 环球购物 未发现问题 

81 美纤堂天然果蔬酵素 保健品 环球购物 未发现问题 

82 艾兰得氨糖软骨素 保健品 环球购物 未发现问题 

83 蔻缇淡斑无瑕雪白霜套组 化妆品 环球购物 未发现问题 

84 金盏阿胶糕 保健品 家家购物 未发现问题 

85 锦蚕欧饬美床品 家纺 家家购物 未发现问题 

86 韩国染发特惠组（艾尚彩） 化妆品 家家购物 未发现问题 

87 拉链式无感内衣 衣服 家家购物 未发现问题 

88 
夏开仓-满天星银镀金时尚

手镯 
珠宝 家家购物 无厂家代号印记 

89 韩式竹纤维清洁巾 家纺 家有购物 未发现问题 

90 凯特之恋绣花丝绒长衫 衣服 家有购物 未发现问题 

91 闰婷时尚立体时装女裤 衣服 家有购物 未发现问题 

92 普乐途女士多功能休闲鞋 鞋子 家有购物 未发现问题 

93 鸿福天成好运来精品手串 珠宝 家有购物 未发现问题 

94 
AMPM 维他命 A 紧提抗

皱精露 
化妆品 快乐购 未发现问题 

95 唐宁真压力营养电压力锅 家用电器 快乐购 未发现问题 

96 
 台湾永信益生菌健康纤

体组 
保健品 快乐购 未发现问题 

97 藤井焗油染发膏 化妆品 快乐购 未发现问题 

98 
韩国 GUMZZI 魅惑蕾丝

无感内衣 
衣服 快乐购 未发现问题 

99 东菱微电脑多功能面包机 家用电器 三佳购物 输入功率和电流不符合相关标准 

100  九阳压力锅 50YS21 家用电器 三佳购物 未发现问题 

101 九阳保温豆浆机 家用电器 三佳购物 未发现问题 

102 
雅鹿自由自在蕾丝聚拢无

痕内衣 
衣服 三佳购物 未发现问题 

103  娇诗婷 高腰束腹裤 衣服 三佳购物 未发现问题 

104 连年有余和田白玉 珠宝 中视购物 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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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BOSSWAY CLUB 绅士镂

雕机械钻表  
珠宝 中视购物 赠品停走 

106 
英国进口道尔顿 HCP 型

滤水器  
厨具 中视购物 

整机卫生安全（浑浊度、肉眼可见物、耗氧量、

砷及铬（六价））不符合相关标准 

107 XZL 喜之路女士手提包  提包 中视购物 未发现问题 

108 璀璨满天星宽边手镯  珠宝 中视购物 无厂家代号印记 

109 NinaLeonard 两件套 衣服 央广购物 未发现问题 

110 N.L 针织两件套上衣 衣服 央广购物 未发现问题 

111 朗博飞典雅厨房不粘锅 厨具 央广购物 未发现问题 

112 
韩国新款美唇双色口红超

值组 COLOUR FOR u 
化妆品 央广购物 未发现问题 

113 
菲润富贵佳人天然珍珠项

链 
珠宝 央广购物 未发现问题 

114 
缦霖全效眼部抗皱尊享套

组 
化妆品 优购物 未发现问题 

115 
阙兰绢小雏菊 100%蚕丝

内裤 
衣服 优购物 未发现问题 

116 
V_Hair 韩方即时遮盖焗油

膏 
化妆品 优购物 批准文号类别不符 

117 
AFELEIA 深层滋养修护足

膜  
保健品 优购物 未发现问题 

118 御泥坊黑玫瑰蚕丝面膜 化妆品 优购物 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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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电视购物宣传信息评价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样品名称 

信息播 

放单位 
宣传信息主要评价意见 

1 莎普爱思滴眼液 北京卫视 涉嫌违反《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 

2 黑五类福寿汤 天津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第八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

通知》 

3 百花净斑汤 天津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以

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管理工作的通知》 

4 中科超能虾青素 河北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九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5 稀土银屑 河北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广播电视广告播

出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

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6 吃货三国巴蜀烧菜系列牛肉罐头 山西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7 面膜 山西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8 精品旅行箱 山西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9 氨糖 
内蒙古卫

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八条 

10 一灸瘦 
内蒙古 

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等相关法律规定 

11 黑三宝 
内蒙古 

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以及《广电

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2 LR-月之谜 辽宁卫视 涉嫌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13 肠胃保健（A 态基源胶囊）） 吉林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第十九条以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

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4 御金方茶 吉林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第十九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

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5 亮甲 
黑龙江 

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16 四大名著金币 
黑龙江 

卫视 

涉嫌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7 睡觉瘦身法 东南卫视 
涉嫌违反《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

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8 21 天快捷练字法 东南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二十五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

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9 欣雅芙祛斑膏 江西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九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20 和于泰牌辅助降血糖片 江西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七条 



20 
 

21 鸿茅药酒 山东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以及《广告法》第四条 

22 白云山牌舒筋健腰丸 山东卫视 涉嫌违反《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 

23 曹清华薏辛除湿止痛胶囊 山东卫视 涉嫌违反《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 

24 姜大夫灵耳通 河南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25 老花镜 河南卫视 评审无意见 

26 玉壶 湖北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第九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

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27 陈克正高效学习法（慧学通） 湖北卫视 
涉嫌违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

节目管理的通知》等相关法律规定 

28 6 降快瘦汤 广东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第十九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

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29 治骨秘方（7 天用药+书） 广东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第十四条以及《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

《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30 腰突换骨方 广东卫视 
涉嫌违反《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

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31 天添健（冬虫夏草） 广西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

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32 皙色祛斑膏 广西卫视 
涉嫌违反《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

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33 双星名人八超老人鞋 广西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34 面膜机 旅游卫视 涉嫌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35 coach 手表 旅游卫视 评审无意见 

36 海参 旅游卫视 
涉嫌违反《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十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

理办法》 

37 韩束魔力出水 BB 霜 重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以及《广

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38 SKINLADY 瑾兰修护膏 重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39 挂烫机 重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第十三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

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40 纳豆菌+纳豆机 重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以

及《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的通知》、《广电总

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41 邦瑞特防脱育发膏 贵州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

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关于规范医疗广告活动加强

医疗广告监督的通知》 

42 长白山老古方治疗膝关节 贵州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五条以及《广电

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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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华虹助听器 云南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六条、

第八条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

物短片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44 足力键鞋子 西藏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涉嫌违反《广播

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 

45 滴耳油 西藏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条、第十四条以及《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

七条、第八条、第十条、《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

物节目管理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

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 

46 衡和牌铁皮枫斗胶囊 陕西卫视 
涉嫌违反《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八条、《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47 穴位降压贴 陕西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48 皮肤衣 甘肃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49 杉杉四件套 甘肃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50 女裤 甘肃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51 染发产品（藤井） 青海卫视 涉嫌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52 魔法清烟器 青海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53 艾笛生助听器 青海卫视 涉嫌违反《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 

54 活益康益生菌 宁夏卫视 
涉嫌违反《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八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

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55 苗红盐藻 宁夏卫视 
涉嫌违反《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七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

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56 古方泡脚 新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以

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

告管理工作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

节目管理的通知》 

57 青春无痕（欣雅芙） 新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八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以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管理工作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

目管理的通知》 

58 名医补肾（八宝强肾汤） 新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九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以

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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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男人菜 新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九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

工作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的通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管理工作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

目管理的通知》 

60 平板电脑 新疆卫视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三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 

61 手机+手表+话费 新疆卫视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

片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 

62 抹药老方 兵团卫视 
涉嫌违反《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以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

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63 五行排毒（绿瘦） 深圳卫视 
涉嫌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以及《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

法》 

64 云南白药千草美姿 深圳卫视 
涉嫌违反《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65 HAPPYCALL 双面气压锅 东方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二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66 奔腾智能电压力锅 PPD515 东方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二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67 米娜经典印花打底裤 东方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68 SIMELO 印象京都系列保温壶 东方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69 飞利浦迷你随行搅拌杯 HR2872 东方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70 白玉兰冰丝席 风尚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71 韩国 CLARA 果蔬原汁机 风尚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二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72 水心花经典女士假两件 风尚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二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73 一品天香盛世五福名木 风尚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74 品斛堂高原生态石斛 好享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第十条、《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

八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75 精谛三合一营养料理机 好享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

第十条 

76 老工匠盛世花开全棉礼包 好享购物 评审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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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韩国 CLARA 破壁营养萃取机 好享购物 评审无意见 

78 安妮多彩珠宝彩珠组 好享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条 

79 春天瑞朵无痕舒适内衣 好易购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二条 

80 沁园管道式净水器 好易购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条 

81 迪菲怡个性舒适女裤 环球购物 评审无意见 

82 赛普瑞斯双面煎不粘锅具 环球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 

83 美纤堂天然果蔬酵素 环球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四条 

84 艾兰得氨糖软骨素 环球购物 涉嫌违反《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八条 

85 蔻缇淡斑无瑕雪白霜 环球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第十条、《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 

86 金盏阿胶糕 家家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四条 

87 锦蚕欧饬美床品 家家购物 评审无意见 

88 韩国染发特惠组（艾尚彩） 家家购物 评审无意见 

89 拉链式无感内衣 家家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 

90 夏开仓-满天星银镀金时尚手镯 家家购物 评审无意见 

91 韩式竹纤维清洁巾 家有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 

92 凯特之恋绣花丝绒长衫 家有购物 评审无意见 

93 闰婷时尚立体时装女裤 家有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 

94 普乐途女士多功能休闲鞋 家有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 

95 鸿福天成好运来精品手串 家有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三条、第四条 

96 AMPM 维他命 A 紧提抗皱精露 快乐购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 

97 唐宁真压力营养电压力锅 快乐购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七条 

98 台湾永信益生菌健康纤体组 快乐购 涉嫌违反《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十条 

99 藤井焗油染发膏 快乐购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化妆品广告管理办

法》以及《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 

100 韩国 GUMZZI 魅惑蕾丝无感内衣 快乐购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三条、第十二条、《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

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01 东菱微电脑多功能面包机 三佳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102 九阳压力锅 50YS21 三佳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03 九阳保温豆浆机 三佳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三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04 雅鹿自由自在蕾丝聚拢无痕内衣 三佳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105 娇诗婷高腰束腹裤 三佳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106 XZL 喜之路女士手提包 中视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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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璀璨满天星宽边手镯 中视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

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

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08 连年有余和田白玉 中视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 

109 BOSSWAY CLUB 绅士镂雕机械钻表 中视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110 英国进口道尔顿 HCP 型滤水器 中视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 

111 NinaLeonard 两件套基础短袖上衣 央广购物 
涉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

知》、《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112 N.L 针织两件套上衣 央广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四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13 朗博飞典雅厨房不粘锅 央广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

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

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14 韩国新款美唇双色口红 央广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八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

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115 菲润富贵佳人天然珍珠项链 央广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八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

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16 缦霖全效眼部抗皱 优购物 涉嫌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 

117 阙兰绢小雏菊 100%蚕丝内裤 优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二十八条以及《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

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18 V_Hair 韩方即时遮盖焗油膏 优购物 涉嫌违反《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 

119 AFELEIA 深层滋养修护足膜 优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十七条、《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以及《广

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120 御泥坊黑玫瑰蚕丝面膜 优购物 
涉嫌违反《广告法》第二十八条、《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以及《广

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 

 


